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 後德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19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後港一路65巷11弄12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臺鳳、0937-842983

發放宣導品(燈籠)

2 合鳳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19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天祥街47巷12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林永憲、0938-685131

發放宣導品(燈籠)

3 和平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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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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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山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瓊泰路184號

里長姓名手機：童滿金、0937-822706

發放宣導品(燈籠)

5 中和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環保

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7:00-20:30

里辦公處：新莊區復興路1段163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孟鴻、0917-506868

發放宣導品(燈籠)

6 豐年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登革熱防

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9:00-21:30

里辦公處：新莊區豐年街90巷3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麗華、0955-524703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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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仁義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樂街90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文一、0933-756288

發放宣導品(燈籠)

8 中誠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7: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誠街58巷15號

里長姓名手機：沈丁子、0952-929787

發放宣導品(燈籠)

9 建安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病媒蚊宣

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8: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安街101巷34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永華、0932-262107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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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泰豐
慶祝元宵節民

俗節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8: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泰豐街19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玉娟、0918-476611

發放宣導品(燈籠)

11 四維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省電

宣導

里辦公處 0220

時間:17: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四維路207巷16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岳澤、0979-945568

發放宣導品(燈籠)

12 福基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省電

宣導

福前活動

中心
0221

時間:10:00-12:00

活動地點：福前活動中心(新莊區化成路746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曜輝、0926-099197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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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幸福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登革熱病

媒蚊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5: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昌盛街103巷10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炳崑、0932-349780

發放宣導品(燈籠)

14 信義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9: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壽街99巷9弄5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秋桂、0937-925272

發放宣導品(燈籠)

15 祥鳳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09:00-1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天祥街121巷16號

里長姓名手機：賴俊良、0963-393818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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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昌信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09:00-1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壽街169巷10弄4號

里長姓名手機：柯明啟、0935-552499

發放宣導品(燈籠)

17 昌隆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09:00-1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華路2段220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永易、0953-336960

發放宣導品(燈籠)

18 思賢
慶祝元宵節民

俗節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09:00-1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銘德街94號

里長姓名手機：卓茂松、0933-233617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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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八德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病媒蚊宣

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09:00-1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八德街5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丁銀寶、0953-254028

發放宣導品(燈籠)

20 民安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省電

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0:00-1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安西路24巷4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桎逢、0963-007875

發放宣導品(燈籠)

21 自立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7: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自強街70巷5弄2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東杉、0917-208999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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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昌平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09:00-1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華路2段276號13樓

里長姓名手機：林玉華、0933-054136

發放宣導品(燈籠)

23 光和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4:00-18: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西盛街344巷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光燦、0935-160707

發放宣導品(燈籠)

24 福興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福興里興

化公園
0221

時間:08:30-10:30

活動地點：福興里興化公園(新莊區五工三路興化國小旁)

里長姓名手機：楊明教、0932-134720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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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光明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登革熱防

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7:00-20:3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安西路292號

里長姓名手機：廖榮裕、0932-246860

發放宣導品(燈籠)

26 文明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登革熱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0:30-1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莊路139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張魏春花、0928-233887

發放宣導品(燈籠)

27 萬安
元宵節暨登革

熱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1

時間:10:00-12:30

里辦公處：新莊區萬安街87巷13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游綉蓮、0952-802429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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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港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3

時間:17:00-2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幸福路678巷4號之1

里長姓名手機：許翠華、0931-254437

發放宣導品(燈籠)

29 自強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3

時間:17: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自強街23巷5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柯蔡阿菜、0932-081488

發放宣導品(燈籠)

30 民本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3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本街11巷3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秋月、0937-666052

發放宣導品(燈籠)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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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光華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光華街41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芳錦、0985-568381

發放宣導品(燈籠)

32 光正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7: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安西路189巷29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通助、0928-224198

發放宣導品(燈籠)

33 昌明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昌明街30巷5弄1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呂嘉群、0937-902278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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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全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9: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泰街104巷6弄8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柏廷、0933-755466

發放宣導品(燈籠)

35 立功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9:00-21:30

里辦公處：新莊區泰順街2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易澤、0933-139988

發放宣導品(燈籠)

36 仁愛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仁愛福德

宮
0224

時間:19:00-21:00

活動地點：新莊區福樂街33巷1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俊聲、0927-520520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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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宏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登革熱病

媒蚊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20: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和街59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洪少欽、0920-555988

發放宣導品(燈籠)

38 南港

慶祝元宵節民

俗節慶暨狗便

清潔宣導

里辦公處

外側
0224

時間:18:00-21:00

里辦公處外側：新莊區四維路188巷口

里長姓名手機：林朝基、0935-586108

發放宣導品(燈籠)

39 瓊林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7:00-2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瓊泰路51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佳擇、0953-920969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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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立言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登革熱病

媒蚊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7:3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泰路255巷58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進益、0933-870927

發放宣導品(燈籠)

41 光榮

慶祝元宵節民

俗節慶暨病媒

蚊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外側及里

內社區

0224

時間:10:00-17:00

活動地點：里辦公處外側(新莊區西盛街387巷31號旁)及

里內社區

里長姓名手機：張湘琪、0927-239920

發放宣導品(燈籠)

42 裕民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省電

宣導

裕民行政

大樓1樓
0224

時間:17:00-20:30

活動地點：裕民行政大樓1樓(新莊區裕民街136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曾榆期、0953-879295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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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隆
元宵節暨登革

熱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9:00-21:3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路434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清標、0933-262901

發放宣導品(燈籠)

44 成德
元宵節暨登革

熱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224

時間:19:00-21:30

里辦公處：新莊區八德街13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義寬、0921-925271

發放宣導品(燈籠)

45 建福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5

時間:19:00-2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福路59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金祥、0918-331079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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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忠孝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5

時間:19: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中街132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長川、0912-213322

發放宣導品(燈籠)

47 龍鳳
元宵節民俗節

慶
里辦公處 0225

時間:17: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正路新建巷47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恭騰、0935-018496

發放宣導品(燈籠)

48 龍安
元宵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225

時間:18: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四維路212巷4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庭妤、0988-091666

發放宣導品(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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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泰
元宵節民俗節

慶暨節電宣導
里辦公處 0225

時間:18: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一街55號

里長姓名手機：郭樹琳、0931-502153

發放宣導品(燈籠)

50 西盛
防治新冠肺炎

及登革熱宣導
里辦公處 0226

時間:08:00-1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樹路255號之2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田、0953-160160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51 民有
元宵節民俗節

慶
里辦公處 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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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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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全泰
登革熱防疫宣

導

新泰活動

中心
0320-0321

時間:09:3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新泰活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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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專用垃圾袋)

53 海山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0328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瓊泰路184號

里長姓名手機：童滿金、0937-822706

發放宣導品(環保專用垃圾袋)

54 泰豐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0328

時間:09:3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泰豐街19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玉娟、0918-476611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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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文衡
登革熱病媒蚊

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329

時間:15:3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由鄰長逐戶發放)

里辦公處：新莊區景德路199之1號2樓

里長姓名手機：王慶順、0955-06614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手乳)

56 全安
登革熱防疫宣

導

全安活動

中心1樓
0410

時間:08: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13: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全安活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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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豐年
防疫暨登革熱

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425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豐年街90巷3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麗華、0955-524703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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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中宏

母親節節慶暨

登革熱病媒蚊

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425

時間:14: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由鄰長逐戶發放)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和街59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洪少欽、0920-55598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59 民全

母親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0426

時間:1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由鄰長逐戶發放)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全街11號

里長姓名手機：張文興、0930-885019

發放宣導品(環保袋)

60 榮和
母親節暨登革

熱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428

時間:10: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永寧街19巷1號

里長姓名手機：黃希義、0937-932196

發放宣導品(口罩)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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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立人

母親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五守新村

16巷14號

Ｄ區管委

會中庭

0501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活動地點：新莊區五守新村16巷14號D區管委會中庭

里長姓名手機：吳碧麗、0922-179098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

62 文明
登革熱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0501

時間:14: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莊路139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張魏春花、0928-233887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

63 中和

母親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0501

時間:10: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復興路一段163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孟鴻、0917-50686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環保洗碗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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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恆安

母親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0501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路125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蔡陳恒菊、0983-19666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環保洗碗精)

65 南港

母親節民俗節

慶暨病媒蚊防

治宣導

四維市民

活動中心1

樓外側廣

場

0501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活動地點：新莊區四維市民活動中心1樓外側廣場

里長姓名手機：林朝基、0935-586108

發放宣導品(蛋糕)

66 光榮

母親節民俗節

慶暨病媒蚊防

治宣導

里辦公處

外側
0501

時間:16:3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活動地點：新莊區西盛街387巷31號旁

里長姓名手機：張湘琪、0927-239920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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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思賢
母親節暨節能

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0502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銘德街94號

里長姓名手機：卓茂松、0933-23361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68 中信
登革熱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0502

時間:18: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義街38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阿元、0933-757502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69 中華 環保節能宣導

中華里中

安街27號

前

0502

時間:14: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活動地點：新莊區中華里中安街27號前(守望相助崗哨前)

里長姓名手機：陳敬波、0935-99272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環保洗碗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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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中誠
母親節暨節能

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0502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誠街58巷15號

里長姓名手機：沈丁子、0952-92978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71 福基
母親節暨登革

熱防治宣導

福前活動

中心
0504

時間:10: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活動地點：新莊區化成路746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曜輝、0926-099197

發放宣導品(康乃馨)

72 光華
母親節節慶宣

導
里辦公處 0505

時間:1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光華街41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芳錦、0985-568381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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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龍安
母親節慶暨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507

時間:18: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四維路212巷4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庭妤、0988-091666

發放宣導品(防疫筆、專用垃圾袋)

74 中泰

母親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0507

時間:1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一路55號

里長姓名手機：郭樹琳、0931-502153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環保洗碗精)

75 昌信

慶祝母親節暨

節能減碳活動

宣導

里辦公處 0507

時間:08:3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壽街169巷10弄4號

里長姓名手機：柯明啟、0935-55249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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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自強 節電宣導
自強里全

區
0507-0510

時間:由各鄰長自行依責任範圍逐戶進行宣導

地點：自強里全區

里長姓名手機：柯蔡阿菜、0932-08148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77 建安

母親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0508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安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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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幸福

母親節節慶暨

登革熱病媒蚊

防治相關宣導

里辦公處 0508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昌盛街103巷10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炳崑、0932-349780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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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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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中全
母親節慶暨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508

時間:10: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泰街104巷6弄8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柏廷、0933-75546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80 文聖
母親節暨登革

熱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0508-0510

時間:09: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中街32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蔣添榮、0939-021726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口罩)

81 中原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0807

時間:14:00-至宣導品發放完畢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路中慶巷26號

(工作人員會嚴格管制人流，控制人數100人內)

里長姓名手機：趙勇成、0936-119995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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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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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龍鳳 防疫宣導 龍鳳里 0815-0822

時間:由鄰長及義工協助投遞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正路新建巷47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恭騰、0935-018496

發放宣導品(霧化器)

83 光和
節電及防疫宣

導
光和里 0820

時間:14:00-18:00(由鄰長攜帶宣導品至各家戶宣導)

里辦公處：新莊區西盛街344巷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光燦、0935-160707

發放宣導品(口罩)

84 光和
節電及防疫宣

導
光和里 0820

時間:14:00-18:00(由鄰長攜帶宣導品至各家戶宣導)

里辦公處：新莊區西盛街344巷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光燦、0935-160707

發放宣導品(洗碗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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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光和
節電及防疫宣

導
光和里 0820

時間:14:00-18:00(由鄰長攜帶宣導品至各家戶宣導)

里辦公處：新莊區西盛街344巷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光燦、0935-160707

發放宣導品(洗衣精)

86 龍鳳 防疫宣導 龍鳳里 0823-0829

時間:由鄰長及義工協助投遞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正路新建巷47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恭騰、0935-018496

發放宣導品(口罩)

87 營盤 防疫宣導 營盤里 0823-0829

時間:由鄰長及義工協助投遞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正路522-1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宗暉、0960-524983

發放宣導品(防疫噴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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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全安 防疫宣導 全安里 0828-0904

時間:08:00-17:00(由鄰長攜帶宣導品至各家戶宣導)

里辦公處：新莊區豐年街41巷11號

里長姓名手機：蔡明祥、0928560350

發放宣導品(潔手液、抗菌香皂)

89 全泰 防疫宣導 全泰里 0828-0904

時間:08: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豐年街41巷11號

里長姓名手機：蔡明祥、0928560350

發放宣導品(潔手液、抗菌香皂)

90 中美

中秋節慶暨新

冠肺炎防疫宣

導

中美里 0911-0912

時間:10:00-16:00

地點：中港路238巷處戶外空間

里長姓名手機：陳明卿、092646843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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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自立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0911-0912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自強街70巷5弄2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東杉、0917-20899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92 立德
中秋民俗節慶

暨環 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0912

時間:09:00-13:30

里辦公處：新莊區公園路44號

里長姓名手機：莊玉雲、0912-26090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93 中華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節能

宣導

里辦公處

及中安街

29號

0912

時間:13: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路288巷10號

地點：新莊區中安街29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敬波、093599272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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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豐年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節能

宣導

里辦公室

前
0912

時間:09: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豐年街90巷3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麗華、0955-524703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95 營盤 防疫宣導 營盤里 0911

時間:08:00-18: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正路522-1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宗暉、0960-524983

發放宣導品(奈米噴霧器)

96 仁義
中秋節慶暨節

能宣導
里辦公處 0911-0912

時間:08: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樂街90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文一、093375628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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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富國
登革熱防疫宣

導

雙富綠廊

活動中心
0912

時間:08:00-16:00

地點：新莊區福營路378號對面

里長姓名手機：許游美蘭、0937-03208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98 建安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前
0912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安街101巷34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永華、0932262107

發放宣導品(漂白水、洗碗精)

99 文明
登革熱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外
0912

時間:10:00-16: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莊路139號

里長姓名手機：張魏春花、0928-23388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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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民全
中秋節慶暨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2

時間:08: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全街11號

里長姓名手機：張文興、0930885019

發放宣導品(防疫筆、洗手皂、漂白水、環保衛生紙)

101 立人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節電

宣導

五守新村

16巷14號

Ｄ區管委

會中庭

0912

時間:09:00-13:00

地點：五守新村16巷14號Ｄ區管委會中庭

里長姓名手機：吳碧麗、0922-17909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洗碗精)

102 海山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節能

宣導

里辦公處 0911-0913

時間:09:00-12:00、14: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瓊泰路184號

里長姓名手機：童滿金、0937-82270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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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中隆

中秋節慶暨登

革熱防治宣導

計畫

里辦公處 0912

時間:09: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路434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清標、0933262901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104 中和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0912

時間:10:00-18: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復興路1段163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孟鴻、0917-50686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香皂)

105 中誠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0912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誠街58巷15號

里長姓名手機：沈丁子、0952-92978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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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光和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0912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西盛街344巷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光燦、0935-16070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07 萬安

中秋節民俗活

動暨登革熱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2

時間:07: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萬安街87巷13號

里長姓名手機：游綉蓮、0952-80242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108 富民

中秋節民俗節

慶及登革熱病

媒蚊防治宣導

雙富綠廊 0912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正路829巷22弄14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清泉、0938057552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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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文德
中秋節慶暨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2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莊路176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圓光、0933-233594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10 丹鳳
中秋節慶暨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3

時間:08: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天祥街72巷2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林永傑、0926171270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11 龍安
中秋節慶暨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3

時間:08:00-20: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四維路212巷4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庭妤、0988-091666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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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化成
中秋節慶暨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3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化成路258號之5

里長姓名手機：陳林秀花、0933-233612

發放宣導品(口罩、環保衛生紙)

113 光榮
慶祝中秋節民

俗節慶宣導
光榮里 0913-0914

時間:17:00-21:00

地點：公園賞社區(西盛街195號)

      西盛街387巷25號

      西盛花園社區(西盛街323巷)

      敦南社區(西盛街323巷)

里長姓名手機：張湘琪、0927239920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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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光明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節能

宣導

里辦公處 0915

時間:15: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民安西路292號

里長姓名手機：廖榮裕、0932-246860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115 榮和

中秋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0916

時間:09: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永寧街19巷1號

里長姓名手機：黃希義、0937-932196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

116 中泰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防治病媒

蚊宣導

里辦公處 0917-0918

時間:9月17日18:00-22:00、9月18日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一街55號

里長姓名手機：郭樹琳、0931-502153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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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立泰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COVID-

19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前空地
0916-0917

時間:9月16日09:00-19:00、9月17日09:00-13: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泰路381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文章、0918-377533 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18 中宏

中秋節慶暨登

革熱病媒蚊防

治宣導

里辦公處 0917

時間:09:00-19: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和街59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洪少欽、092055598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119 立言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節電

宣導

里辦公處

前空地
0917-0918

時間:09:30-17:3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泰路255巷58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進益、093387092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手乳)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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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信義
防治登革熱宣

導
里辦公處 0918

時間:08:00-22: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壽街99巷9弄5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秋桂、0937925272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121 南港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節能

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0918

時間:09:30-18: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四維路188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朝基、0935586108

發放宣導品(洗手乳)

122 建福
中秋節民俗節

慶宣導
里辦公處 0918

時間:10:00-16: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福路59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廖榮裕、0918-33107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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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昌信
中秋民俗節慶

宣導
里辦公處 0918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福壽街169巷10弄4號

里長姓名手機：柯明啓、0935-552499

發放宣導品(口罩、防疫筆)

124 光華
慶祝中秋節民

俗節慶
光華里 0918

時間:09:00-15:00

地點：光華里民安西路386號前

時間：09:00-17:00

地點：光華里光華街41號前

時間：09:00-15:00

地點：光華里西盛街394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芳錦、0985-568381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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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興漢

中秋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0918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興街114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簡明德、0921-82179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26 瓊林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8-0919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瓊泰路51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佳擇、095392096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27 中港
中秋節民俗暨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0918-0919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幸福路678巷4號之1

里長姓名手機：許翠華、093125443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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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光正
中秋節民俗節

慶宣導
光正里 0919

時間:10:00-16:00

地點：民安西路189巷29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陳通助、092822419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29 雙鳳
中秋節暨防疫

宣導
里辦公處 0922

時間:09:00-19:00

地點：新莊區鳳山街52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潘素娥、0936125577

發放宣導品(口罩)

130 恆安
中秋節民俗節

慶暨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0925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中港路125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蔡陳恒菊、098319666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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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八德 環境教育宣導 里辦公處 0925

時間:08: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八德街5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丁銀寶、095325402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環保洗手乳)

132 立功

中秋節民俗活

動暨環保節能

宣導

里辦公處 0927

時間:08: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泰順街2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易澤、0933-139988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

133 文衡 環保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外
0929-1001

時間:19:30-21:30

里辦公處：新莊區景德路199之1號戶外

里長姓名手機：王慶順、0955-066149

發放宣導品(專用垃圾袋、香皂)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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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文聖 環保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002-1003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建中街32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蔣添榮、0939-021726

發放宣導品(漂白水、專用垃圾袋、香皂)

135 建安 環境教育宣導

里辦公

處、民安

路207巷27

號

1003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建安街101巷34號前、民安路207巷27號旁

里長姓名手機：王永華、0932-26210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醫療用口罩)

136 光正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03

時間:10:00-16:00

地點：新莊區民安西路189巷29號前、民安西路139巷12號

前

里長姓名手機：陳通助、0928-22419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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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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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昌明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02、

1003、

1009、1010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昌明街30巷5弄1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嘉群、0937-902278

發放宣導品(洗碗精、環保衛生紙)

138 西盛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02-

10/03、
10/09-

10/11、
10/16-

10/17、

時間:09:00-17: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新樹路255號之2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田、0953-160160

發放宣導品(醫療口罩、漂白水)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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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龍鳳 防疫宣導 龍鳳里 1003

時間:14:00-18:00

地點：1.新莊區龍鳳里新旺巷1號

      2.新莊區龍鳳里新建巷47號

      3.新莊區龍鳳里新建巷26號

      4.新莊區龍鳳里龍安路96號

      5.新莊區龍鳳里中正路893巷136-1號

      6.新莊區龍鳳里中正路895-1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恭騰、0935-018496

發放宣導品(霧化器)

140 民有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08、

1022、

1112、

1126、

1210、1224

時間:18:00-20: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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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噴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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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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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和平
新冠狀病毒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09

時間:09:00-19: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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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皂、環保洗碗精)

142 自信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14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自信街65巷9弄13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秋雲、0917-201302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環保衞生紙)

143 幸福
COVID-19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前空地
1015-1017

時間:1015、1017  09:00~21:00

     1016  09:00~17:00

地點：新莊區昌盛街103巷10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炳崑、0932-349780

發放宣導品(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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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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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立人 環境教育宣導

里辦公

處、永寧

街37巷1號

1016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五守新村16巷14號中庭、永寧街37巷1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吳碧麗、0922-17909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145 龍福
防疫暨環保宣

導
里辦公處 1016

時間:09:00-16: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929巷33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立維、092827051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口罩)

146 中美
登革熱防疫宣

導
中美里 1016-1017

時間:10:00-12:00、14:00-16:00

地點：中港路238巷處戶外空間

里長姓名手機：陳明卿、0926-468439

發放宣導品( 潔膚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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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仁愛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16-1017

時間:08:00-12:00、13:00-17:00

地點：新莊區福壽街27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俊聲、0927-520520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環保洗衣精)

148 自立
環保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016-1017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自強街70巷5弄2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東杉、0917-20899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149 中全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18

時間:10:00-18: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區中泰街104巷6弄8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柏廷、0933-75546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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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立功 登革熱宣導 里辦公處 1018

時間:08: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泰順街2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易澤、0933-13998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51 祥鳳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1022-1023

時間:17:00-21:00

里辦公處：新莊區天祥街121巷16號

里長姓名手機：賴俊良、0963-39381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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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立基 綠色消費宣導 立基里 1022-1023

時間：1022(19:00-21:00)

      1023(15:00-21:00)

地點：

   1.台北加州B社區：新泰路476巷2號B1中庭

   2.台北加州CD社區：中平路87巷5號B1中庭

   3.台北加州EF社區：中平路110巷32號B1中庭

   4.鳳翔吉第社區：新泰路460巷中庭

   5.博覽會社區：中平路82巷25號中庭

   6.台北新都會社區：新泰路490巷中庭

   7.立基里辦公處外：新莊區新泰路502巷18號

里長姓名手機：張中貞、0932346667

發放宣導品(洗碗精、環保衛生紙)

153 營盤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23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522-1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宗暉、0960524983

發放宣導品(醫療口罩)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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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成德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023

時間:09:00-21:30

地點：新莊區八德街138巷

里長姓名手機：王義寬、0921-925271

發放宣導品(漂白水、口罩)

155 四維
防疫暨環保宣

導
里辦公處 1023

時間:08:00-18:00

地點：新莊區四維路207巷16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岳澤、0979-94556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156 裕民 環保節能宣導 裕民里 1023-1024

時間:10:00-18:00

地點：新莊區裕民里裕民街136號

里長姓名手機：曾榆期、0953-879295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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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立志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024

時間:08:00-18:00

地點：新莊區中港一街143號2樓

里長姓名手機：陳崑祥、093224840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環保洗衣精)

158 中原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028

時間:08:00-18:00

地點：新莊區中信國小

里長姓名手機：趙勇成、0936119995

發放宣導品(抗菌液)

159 自強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028-1029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自強街２３巷５號１樓

里長姓名手機：柯蔡阿菜、0932-081488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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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立言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1029-1030

時間:09:30-17:30

地點：新莊區新泰路255巷58號外空地

里長姓名手機：劉進益、093387092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61 昌明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30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昌明街30巷5弄1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嘉群、0937-90227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162 富國 綠色消費宣導
雙富綠廊

活動中心
1030

時間:08:00-16:00

地點：新莊區福營路378號對面

里長姓名手機：許游美蘭、0937-03208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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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全泰 防疫宣導

新泰活動

中心B1戶

外

1030

時間:08:00-21: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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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水)

164 福基
防疫暨環保宣

導

福前市民

活動中心
1030

時間:09:00-21:00

地點：新莊區化成路746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曜輝、0926-099197

發放宣導品(酒精噴霧器、香皂紙盒、防疫中性筆、夾鏈

收納袋)

165 立志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030

時間:08:00-18:00

地點：新莊區中港一街143號2樓

里長姓名手機：陳崑祥、0932-248406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環保洗碗精、牙膏)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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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八德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030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八德街5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丁銀寶、0953-254028

發放宣導品(3公升及5公升垃圾袋)

167 思賢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030-1031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銘德街94號

里長姓名手機：卓茂松、0933-233617

發放宣導品(14公升環保垃圾袋)

168 昌平 節約能源宣導 里辦公處 1030-1031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中華路2段276號13樓

里長姓名手機：林玉華、0933-05413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醫療口罩、漂白水)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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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民安
防疫暨環保宣

導
里辦公處 1030-1031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民安西路24巷4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桎逢、0963-007875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專用垃圾袋)

170 光明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1031

時間:10:00-20:00

地點：新莊區民安西路292號

里長姓名手機：廖榮裕、0932-246860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171 文衡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戶外
1103-1105

時間:19:30-21:30

地點：新莊區景德路199之1號戶外

里長姓名手機：王慶順、0955-066149

發放宣導品(肥皂)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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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榮和
登革熱病媒蚊

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1105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永寧街19巷1號

里長姓名手機：黃希義、0937-932196

發放宣導品(5公升垃圾袋)

173 頭前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前空地
1106-1107

時間:09:00-18:00

地點：新莊區頭前路12號

里長姓名手機：葉建宏、0933-233606

發放宣導品(5公升垃圾袋)

174 榮和
登革熱病媒蚊

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1106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永寧街19巷1號

里長姓名手機：黃希義、0937-932196

發放宣導品(洗手乳)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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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龍鳳 防疫宣導 合興宮 1106

時間:17:00-21:00

地點：新莊區龍鳳里中正路893巷136-1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恭騰、0935-018496

發放宣導品(香皂)

176 思源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1106-1107

時間:08:00-18:00

地點：新莊區思源路87巷1號2樓

里長姓名手機：沈明耀、0912-686307

發放宣導品(3公升及5公升專用垃圾袋)

177 瓊林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06-1107

時間:09:00-15:00

地點：新莊區瓊泰路51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佳擇、0953-920969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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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文明 環保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106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新莊路139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張魏春花、0928-23388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牙膏)

179 後港 防災宣導 後港里 1106

時間:08:00-10:00

地點：後港活動中心(地下室露天廣場)

里長姓名手機：施明進、0933233605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180 中華 環保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及守望相

助隊崗哨

前

1107

時間:13:00-15:00、15:00-17:00

地點：新莊區中華路288巷10號

      新莊區中安街27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陳敬波、0935992729

發放宣導品(3公升專用垃圾袋)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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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後港 防疫宣導 後港里 1107

時間:08:00-10:00

地點：後港活動中心(地下室露天廣場)

里長姓名手機：施明進、0933233605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垃圾袋)

182 民本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1107-1108

時間:14:00-20:00

地點：新莊區民本街11巷3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秋月、0937-666052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環保洗碗精)

183 文聖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1106-1107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建中街32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蔣添榮、0939-02172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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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中美
登革熱防疫宣

導
中美里 1106-1107

時間:10:00-12:00、14:00-16:00

地點：新莊區中港路238巷處戶外空間

里長姓名手機：陳明卿、0926-468439

發放宣導品(潔膚皂 )

185 中誠
環保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06-1107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中誠街58巷15號

里長姓名手機：沈丁子、0952-92978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

186 萬安
防詐騙暨登革

熱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1106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萬安街87巷13號

里長姓名手機：游綉蓮、0952-802429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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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萬安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1107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萬安街87巷13號

里長姓名手機：游綉蓮、0952-80242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

188 中宏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107

時間:08:00-11:00

地點：新莊區中和街59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洪少欽、0920-555988

發放宣導品(口罩 )

189 富民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107

時間:09:00-12: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829巷22弄14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清泉、0938-057552

發放宣導品( 洗衣精、衛生紙)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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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福營
登革熱防治宣

導

福營集會

所及福營

公園

1107

時間:10:00-16:00

地點：福營集會所、福營公園

里長姓名手機：廖皇源、0933-233642

發放宣導品(環保旅行杯 )

191 瓊林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08-1009

時間:09:00-13:00

地點：新莊區瓊泰路51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佳擇、0953-920969

發放宣導品(洗碗精)

192 中全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10

時間:10:00-18:00

地點：新莊區中泰街104巷6弄8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柏廷、0933-755466

發放宣導品(五公升專用垃圾袋 )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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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中平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110-1112

時間:09:00-18:00

地點：新莊區中平路270巷7弄19號

里長姓名手機：鞏台興、0935-355258

發放宣導品( 香皂、環保洗碗精)

194 後德
登革熱防治宣

導
後德里 1111-1112

時間:17:00-21:00

地點：後港一路49巷4號~8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劉臺鳳、0937-842983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

195 思賢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1112

時間:09:00-11:00

地點：新莊區銘德街94號

里長姓名手機：卓茂松、0933-23361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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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中原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12-1115

時間:10:00-18:00

地點：新莊區中港路中慶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趙勇成、0936-119995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197 民有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12、

1126、

1210、1224

時間:18:00-20: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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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升專用垃圾袋)

198 民有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12、

1126、

1210、1224

時間:18:00-20: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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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升專用垃圾袋)



項次 里別 名稱 地點 日期 辦理時間及方式

11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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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國泰
登革熱防治宣

導
國泰里 1113

時間:14:00-20:00

地點：新莊區新莊路751巷47之1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乾、0933791439

發放宣導品(藥皂)

200 建福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1113

時間:10:00-18:00

地點：新莊區建福路59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金祥、0918-331079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201 富國 綠色消費宣導
雙富綠廊

活動中心
1113

時間:08:00-16:00

地點：新莊區福營路378號對面

里長姓名手機：許游美蘭、0937-032089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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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光正 環保宣導 光正里 1113

時間:10:00-12:00

地點：新莊區民安西路189巷29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陳通助、0928-224198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203 恆安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1113

時間:08:30-11:00

地點：新莊區中港路125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蔡陳恒菊、0983-196669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環保洗碗精)

204 興漢 流感預防宣導 興漢里 1113-1114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新興街114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簡明德、0921-82179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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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仁義
環保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13-1114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福樂街90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文一、0933-75628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206 幸福
登革熱防治計

畫

里辦公處

前空地
1113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昌盛街103巷10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炳崑、0932-349780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207 福興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113

時間:08:30-18:00

地點：新莊區五工路68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楊明教、0932-134720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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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中宏
省水省電環保

宣導
里辦公處 1114

時間:09:00-20:00

地點：新莊區中和街59巷8號

里長姓名手機：洪少欽、0920-555988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209 泰豐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114

時間:09:00-16:00

地點：新莊區泰豐街19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玉娟、0918476611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210 富民
登革熱病媒蚊

防治宣導
富民里 1114

時間:09:00-12: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829巷22弄14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清泉、0938-057552

發放宣導品(5公升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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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裕民 環保節能宣導 裕民里 1114

時間:10:00-18:00

地點：新莊區裕民里裕民街136號

里長姓名手機：曾榆期、0953-879295

發放宣導品(潔手液)

212 文德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14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新莊路176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圓光、0933-233594

發放宣導品(5公升環保垃圾袋)

213 中原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16-1118

時間:10:00-16:00

地點：新莊區中港路中慶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趙勇成、0936-119995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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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立泰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1118

時間:09:00-21:00

地點：新莊區新泰路381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文章、0918-377533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215 自信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19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自信街65巷9弄13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秋雲、0917-201302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216 後德 節約能源宣導 後德里 1119

時間:18:00-21:30

地點：後港一路49巷4號-8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臺鳳、0937-842983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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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龍福
防疫暨環保宣

導
里辦公處 1120

時間:09:00-16: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929巷33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立維、0928-27051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環保衛生紙)

218 光榮
資源回收利用

宣導
里辦公處 1120

時間:09:00-15:00

地點：新莊區西盛街387巷31號

里長姓名手機：張湘琪、0927-239920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219 龍鳳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0

時間:14:00-21: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新建巷47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恭騰、0935-018496

發放宣導品(環保餐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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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立德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1120

時間:09:00-17:30

地點：新莊區公園路44號

里長姓名手機：莊玉雲、0912-26090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5公升專用垃圾袋)

221 昌信 節約能源宣導 里辦公處 1120

時間:09:00-19:00

地點：新莊區福壽街169巷10弄4號

里長姓名手機：柯明啓、0935-55249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222 昌信 環境衛生宣導 里辦公處 1121

時間:09:00-19:00

地點：新莊區福壽街169巷10弄4號

里長姓名手機：柯明啓、0935-552499

發放宣導品(5公升及14公升專用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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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化成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1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化成路258號之5

里長姓名手機：陳林秀花、0933-233612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224 中信 綠色消費宣導 中信里 1121

時間:08:00-20:00

地點：新莊區中義街27號外、中義街28號外

里長姓名手機：林阿元、0933-757502

發放宣導品(5公升垃圾袋、環保洗衣精、牙膏)

225 昌隆

預防新冠狀病

毒及登革熱宣

導

昌隆里 1121

時間:14:00-20:00

地點：新莊天下居社區中庭(昌平街31巷6號)

      福田B區社區中庭(中華路二段210巷16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林育湄、0905-060823

發放宣導品(藥皂、口罩、酒精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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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立功

中秋節民俗活

動暨環保節能

宣導

里辦公處 1122

時間:08:00-21:00

地點：新莊區泰順街2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易澤、0933-139988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227 中原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22

時間:10:00-18:00

地點：新莊區中港路中慶巷26號

里長姓名手機：趙勇成、0936-119995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228 合鳳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2-1124

時間:16:00-20:00

地點：新莊區天祥街47巷12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林永憲、0938-685131

發放宣導品(口罩、環保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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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立功 登革熱宣導 里辦公處 1123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泰順街2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易澤、0933-13998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230 立廷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125

時間:09:30-12:00

地點：新莊區中平路198巷10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任銘、0926-838312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231 忠孝
豋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1125-1130

時間:18:00-22:00

地點：新莊區建中街132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長川、0912-213322

發放宣導品(3公升及5公升專用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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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民有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6、

1210、1224

時間:18:00-20: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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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杯)

233 立廷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126

時間:09:30-12:00

地點：新莊區新莊區中平路198巷10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任銘、0926-838312

發放宣導品(洗衣精、漂白水)

234 立言
COVID-19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空地
1127

時間:09:30-17:30

地點：新莊區新泰路255巷58號

里長姓名手機：劉進益、0933-870927

發放宣導品(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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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福基
防疫暨環保宣

導

福前市民

活動中心
1127

時間:09:00-12:00

地點：新莊區化成路746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曜輝、0926-09919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236 福基
防疫暨環保宣

導

福前市民

活動中心
1127

時間:13:00-16:00

地點：新莊區化成路746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曜輝、0926-099197

發放宣導品(潔淨液)

237 光明 環保節能減碳 里辦公處 1127

時間:10:00-20:00

地點：新莊區民安西路292號

里長姓名手機：廖榮裕、0932-246860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手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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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中隆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1

樓
1127

時間:09:00-21:00

地點：新莊區中港路434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清標、0933-262901

發放宣導品(廚房紙巾)

239 南港
登革熱防治宣

導
南港里 1127

時間:09:50-12:00

地點：新莊區四維路188巷8號外空地

      新莊區四維路188巷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朝基、0935-586108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240 成德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7

時間:17:00-21:00

地點：新莊區八德街13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義寬、0921-925271

發放宣導品(抗菌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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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營盤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127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522-1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宗暉、0960-524983

發放宣導品(14公升專用垃圾袋)

242 國泰 綠色消費宣導 國泰里 1127

時間:14:00-18:00

地點：新莊區新莊路751巷47之1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乾、0933-791439

發放宣導品(3公升及5公升專用垃圾袋)

243 中和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外空地
1127

時間:09:30-12:00

地點：新莊區復興路1段163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孟鴻、0917-506868

發放宣導品(潔膚皂、洗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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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光華 環保宣導 光華里 1127

時間:10:00-12:00

地點：新莊區光華街41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呂芳錦、0985-568381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245 中誠
環保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127-1128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中誠街58巷15號

里長姓名手機：沈丁子、0952-929787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246 全安 防疫宣導
全安活動

中心
1204-1205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527號

里長姓名手機：蔡明祥、0928-560350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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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祥鳳 節約能源宣導 里辦公處 1128

時間:09:00-12:00

地點：新莊區天祥街121巷16號

里長姓名手機：賴俊良、0963-393818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248 昌平 節約能源宣導 昌平里 1128-1129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中華路2段276號13樓

里長姓名手機：林玉華、0933-054136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249 民本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1128-1129

時間:15:00-18:00

地點：新莊區民本街11巷32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秋月、0937-666052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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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中平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外
1202-1203

時間:09:00-12:00、18:00-21:00

地點：新莊區中平路270巷7弄19號

里長姓名手機：鞏台興、0935-355258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251 榮和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203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新莊區永寧街19巷1號

里長姓名手機：黃希義、0937-932196

發放宣導品(牙膏)

252 興漢
登革熱病媒蚊

防治宣導
里辦公處 1203-1205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新興街114巷2號

里長姓名手機：簡明德、0921-82179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環保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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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海山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1204-1206

時間:09:00-11:30、14:00-17:00

地點：新莊區瓊泰路184號

里長姓名手機：童滿金、0937-822706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潔膚皂)

254 文明 環保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外
1204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新莊路139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張魏春花、0928-23388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255 和平
新冠狀病毒防

疫宣導
里辦公處 1204

時間:09:00-19: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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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升專用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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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立人 節能減碳宣導 立人里 1204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五守新村16巷14號中庭、永寧街37巷1號前

里長姓名手機：吳碧麗、0922-179098

發放宣導品(3公升及5公升專用垃圾袋)

257 西盛 節能減碳宣導 里辦公處 1204

時間:08:00-10:00

地點：新莊區新樹路255號之2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田、0953-160160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環保洗衣精)

258 仁愛
環保節能減碳

宣導
里辦公處 1204

時間:10:00-12:00、13:00-17:00

地點：新莊區福壽街27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俊聲、0927-520520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醫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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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昌明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204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昌明街30巷5弄1號

里長姓名手機：呂嘉群、0937-902278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260 國泰 環境清潔宣導 國泰里 1204

時間:14:00-18:00

地點：新莊區新莊路751巷47之1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金乾、0933-791439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防疫噴霧筆)

261 文聖
登革熱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1204-1205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建中街32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蔣添榮、0939-021726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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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富民

感恩節暨登革

熱病媒蚊防治

宣導

里辦公處 1205

時間:10:00-12:00

地點：新莊區中正路829巷22弄14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清泉、0938-057552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3公升專用垃圾袋)

263 中全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205

時間:09:00-12:00

地點：新莊區中泰街104巷6弄8號

里長姓名手機：陳柏廷、0933-755466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牙膏)

264 建安 省水省電宣導 里辦公處 1205

時間:09:00-17:00

地點：新莊區建安街101巷34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永華、0932262107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手乳、醫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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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福營 綠色消費宣導 福營里 1205

時間:10:00-13:00

地點：福營集會所

里長姓名手機：廖皇源、0933-233642

發放宣導品(3公升、5公升專用垃圾袋)

266 豐年 綠色消費宣導 里辦公處 1205

時間:10:00-17:00

地點：新莊區豐年街90巷37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麗華、0955-524703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牙膏)

267 自信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 1206

時間:08:00-17:00

地點：新莊區自信街65巷9弄13號

里長姓名手機：林秋雲、0917-201302

發放宣導品(5公升專用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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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文衡 防詐騙宣導 里辦公處 1208-1210

時間:19:30-12:10

地點：新莊區景德路199之1號2樓

里長姓名手機：王慶順、0955-066149

發放宣導品(肥皂組合包)

269 中泰 環保節能宣導 里辦公處 1210-1211

時間:09:00-20:00

地點：新莊區中港一街55號

里長姓名手機：郭樹琳、0931-502153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270 中港
節電暨防疫宣

導
中港里 1210

時間:15:00-18:00

地點：新莊區幸福路678巷-大唐江山甲區中庭

里長姓名手機：許翠華、0931-254437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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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四維
防疫暨環保宣

導
里辦公處 1211

時間:13:00-17:00

地點：新莊區四維路207巷16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岳澤、0979-945568

發放宣導品(環保衛生紙)

272 中隆 防疫宣導
里辦公處1

樓
1211

時間:17:00-21:00

地點：新莊區中港路434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清標、0933-262901

發放宣導品(抗菌香皂)

273 成德
省水省電環保

宣導
里辦公處 1211

時間:17:00-19:00

地點：新莊區新莊區八德街13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義寬、0921-925271

發放宣導品(抗菌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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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頭前

里內環境打掃

暨登革防治宣

導

里辦公處

前空地
1211

時間:06:00-09:00

地點：新莊區頭前路12號

里長姓名手機：葉建宏、0933-233606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275 成德 環保宣導 里辦公處 1211

時間:09:00-11:00

地點：新莊區八德街138巷3號

里長姓名手機：王義寬、0921-925271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手乳)

276 民安
防疫暨環保宣

導
里辦公處 1212

時間:10:00-16:00

地點：新莊區民安西路24巷4號

里長姓名手機：許桎逢、0963-007875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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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立人 省水省電宣導
新馥豪會

館
1212

時間:12:00-14:30

地點：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38-2號

里長姓名手機：吳碧麗、0922-179098

桌餐

278 合鳳
節電暨防疫宣

導
里辦公處 1217

時間:12:00-20:00

地點：新莊區天祥街47巷12號1樓

里長姓名手機：林永憲、0938-685131

發放宣導品(環保洗碗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