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制後名稱 改制前名稱 承辦人 聯絡電話 承辦人 聯絡電話 承辦人 聯絡電話 承辦人 聯絡電話

1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臺北縣政府民政局 劉美懿 (02)29603456#8005 黃詩婷 (02)29603456#8008 周憶馨 (02)29603456#8011 蔡玫娟 (02)29603456#8006

2 新北市板橋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板橋市戶政事務所 蕭艷柔 (02)29655656#213 許燕惠 (02)29655656#107 許燕惠 (02)29655656#107 張順堯 (02)29655656#215

3 新北市三重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三重市戶政事務所 邱家瑩 (02)29812291#106 呂文雄 (02)29812291#302 林好嬌 (02)29812291#307 劉宗鑫 (02)29812291#110

4 新北市中和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中和市戶政事務所 陳靜雯 (02)29495759#514 陳秀芬 (02)29495759#410 陳秀芬 (02)29495759#410 黃昭欽 (02)29495759#415

5 新北市永和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永和市戶政事務所 曾詩婷 (02)29291276#207 張燕惠 (02)29291276#209 許翠瑜 (02)29291276#114 蔡素 (02)29291276#104

6 新北市新莊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新莊市戶政事務所 游騰穎 (02)29912866#102 陳淑碟 (02)29912866#305 莊志宏 (02)29912866#402 吳義郎 (02)29912866#108

7 新北市新店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新店市戶政事務所 歐逸蓁 (02)29147675#205 吳台華 (02)29147675#301 麥芮綺 (02)29147675#109 高士民 (02)29147675#305

8 新北市土城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土城市戶政事務所 陳妍婷 (02)22605640#219 邱鳳珠 (02)22605640#106 黃惠雪 (02)22605640#104 林振源 (02)22605640#208

9 新北市蘆洲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蘆洲市戶政事務所 許淑真 (02)22818536#105 簡貝珊 (02)22818536#216 曾俊傑 (02)22818536#217 劉芳益 (02)22818536#215

10 新北市汐止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汐止市戶政事務所 林佳惠 (02)26429866#613 林美娟 (02)26429866#646 郭業銘 (02)26429866#644 沈國明 (02)26429866#645

11 新北市樹林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樹林市戶政事務所 陳慧娟 (02)26842131#202 張惠珠 (02)26842131#112 梁惇惠 (02)26842131#114 林靜玲 (02)26842131#201

12 新北市鶯歌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鶯歌區戶政事務所 林彩虹 (02)26797784#32 黃明智 (02)26797784#31 黃素貞 (02)26797784#20 吳義豐 (02)26797784#12

13 新北市三峽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三峽區戶政事務所 藍宜亭 (02)26711173#230 康書瑜 (02)26711173#207 王蕙萱 (02)26711173#208 曾明德 (02)26711173#220

14 新北市淡水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淡水區戶政事務所 吳孟欽 (02)26232830#210 蔡貴芸 (02)26232830#208 李盧淑蕊 (02)26232830#211 吳孟欽 (02)26232830#210

15 新北市瑞芳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瑞芳區戶政事務所 魏秀滿 (02)24972229#109 劉娟伶 (02)24972229#104 黃惠玉 (02)24972229#107 俞金蓮 (02)24972229#203

16 新北市五股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五股鄉戶政事務所 李育菁 (02)22916698#20 蔡晴軒 (02)22916698#23 林靜君 (02)22916698#24 葉居榮 (02)22916698#12

17 新北市泰山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泰山鄉戶政事務所 朱錫良 (02)29096775#20 程惠平 (02)29096775#21 程惠平 (02)29096775#21 王炳棟 (02)29096775#22

18 新北市林口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林口鄉戶政事務所 廖淑如 (02)26011574#17 陳雯昭 (02)26011574#13 許秋萍 (02)26011574#19 劉秋萍 (02)26011574#12

19 新北市深坑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深坑鄉戶政事務所 江季樵 (02)26620383#13 江季樵 (02)26620383#13 江季樵 (02)26620383#13 江季樵 (02)26620383#13

20 新北市石碇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石碇鄉戶政事務所 王秀鑾 (02)26633145#13 王秀鑾 (02)26633145#13 王秀鑾 (02)26633145#13 王秀鑾 (02)26633145#13

21 新北市坪林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坪林鄉戶政事務所 李隆熙 (02)26656231 李隆熙 (02)26656231 黃碧鳳 (02)26656231 李隆熙 (02)26656231

22 新北市三芝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三芝鄉戶政事務所 鄧永健 (02)26362889#13 鄧永健 (02)29362889#13 陳凱龍 (02)26362889#18 陳凱龍 (02)26362889#18

23 新北市石門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石門鄉戶政事務所 曾議萱 (02)26381307#11 鄒雅涵 (02)26381307#12 曾琼怡 (02)26381307#13 曾議萱 (02)26381307#11

24 新北市八里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八里鄉戶政事務所 葉怡汝 (02)2610-2204 呂秋香 (02)2610-2204 呂秋香 (02)2610-2204 鍾孟勲 (02)2610-2204

25 新北市平溪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平溪鄉戶政事務所 蔡惠如 (02)24951076 蔡惠如 (02)24951076 陳愛玉 (02)24951076 陳偉杰 (02)24951076

26 新北市雙溪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雙溪鄉戶政事務所 俞珮詩 (02)2493-1105 陳財順 (02)2493-1105 陳財順 (02)2493-1105 林再禪 (02)2493-1105

27 新北市貢寮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貢寮鄉戶政事務所 廖友彬 (02)24941034#11 王沐菊 (02)24941034#14 江瑞琴 (02)24941034#18 廖友彬 (02)24941034#11

28 新北市金山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金山鄉戶政事務所 楊耀彩 (02)24982059#18 林玉如 (02)24982059#19 陳文達 (02)24982059#13 楊耀彩 (02)24982059#18

29 新北市萬里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萬里鄉戶政事務所 黃貴英 (02)24922063#12 葉雅雯 (02)24922063#13 高秀美 (02)24922063#18 潘繪淇 (02)24922063#12

30 新北市烏來區戶政事務所 臺北縣烏來鄉戶政事務所 黃建芩 (02)26616713 康克健 (02)26616713 康克健 (02)26616713 康克健 (02)2661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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