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第二批室內空氣品質列管場所

場所編號 公告場所名稱 場所公告類別 郵遞區號 地址

20202030001 淡江大學 大專院校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20202030002 輔仁大學 大專院校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20202030003 華梵大學 大專院校 22301 新北市石碇區華梵路1號

20202030004 景文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20202030005 明志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4301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84號

20202030006 東南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20202030007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4452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1段101號

20202030008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大專院校 25245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46號

20202030009 真理大學 大專院校 25103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32號

20202030010 聖約翰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5135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499號

20202030011 華夏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3568 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111號

20202030012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80巷1號

20202030013 亞東技術學院 大專院校 22061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58號

20202030014 黎明技術學院 大專院校 24346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22號

20202030015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淡水校本部 大專院校 25172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20202030016 臺北基督學院 大專院校 25162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51號

20202030021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大專院校 20842 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700號

20202030022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大專院校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20202030023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大專院校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13號

20203030001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圖書館 22060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20203030002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 圖書館 23153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51號

20203030003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圖書館 24147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158號

20203030004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圖書館 22049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68號

20203030005 新北市立圖書館鶯歌分館 圖書館 23941 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150號

20203030006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民權分館 圖書館 23453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60號

20203030007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中港分館 圖書館 24245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50號

20203030008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大同分館 圖書館 22174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51號

20203030009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南區分館 圖書館 24143 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70號

20203030010 新北市立圖書館八里分館 圖書館 24947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路19號

20203030011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集賢分館 圖書館 24747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45號

20203030012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西盛分館 圖書館 24266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216號

20203030013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東區分館 圖書館 24151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303號

20203030014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店分館 圖書館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05巷2號

20203030015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裕民分館 圖書館 24267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136號4樓

20203030016 新北市立圖書館貢寮分館 圖書館 22844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79號

20203030017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分館 圖書館 25150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65號

20203030018 新北市立圖書館淡水水碓分館 圖書館 24341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58號6樓

20203030020 新北市立圖書館泰山分館 圖書館 24341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5樓

20203030021 新北市立圖書館樹林東昇分館 圖書館 23846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80號

20203030022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分館 圖書館 23742 新北市三峽區永安街9巷5號

20203030023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田中分館 圖書館 24161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40巷51號

20203030024 新北市立圖書館汐止分館(原汐止自強分館) 圖書館 2217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

20203030025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 圖書館 23565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236號

20203030026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圖書館 24747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21巷11號

20203030027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保生分館 圖書館 23442 新北市永和區新生路218號

20203030028 新北市立圖書館五股成功分館 圖書館 24875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65號

20203030029 新北市立圖書館雙溪分館 圖書館 22744 新北市雙溪區太平路50號

20203030030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崇德分館 圖書館 24150 新北市三重區仁孝街62號

20203030031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永平分館 圖書館 24765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1號

20203030032 新北市立圖書館金山分館 圖書館 20841 新北市金山區龜子山8號

20203030033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峽北大分館 圖書館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96號

20204030001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博物館 23942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20204030002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博物館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239號

20204030003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博物館 24249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33號

20204030004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博物館 24947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20204030005 板橋435藝文特區 博物館 22052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5號

20204030006 新北市藝文中心 博物館 22042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62號

20204030007 府中15 博物館 22055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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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2030001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 醫療機構 24213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20302030002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醫療機構 24141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20302030003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醫療機構 22051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2030203000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醫療機構 23142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20302030005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醫療機構 23702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20302030006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醫療機構 22174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20302030007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醫療機構 2314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0302030008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醫療機構 23561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20302030009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醫療機構 24936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20401030001 文化部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

2040103000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18樓

20401030003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

20401030004 客家委員會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

20401030005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 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

20504030001 臺北捷運頂溪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3445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168號B1

20504030002 臺北捷運新埔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2047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3段2號B1

20504030003 臺北捷運南勢角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3566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6號

20504030004 臺北捷運江子翠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2044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296號B1

20504030005 臺北捷運大坪林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190號

20504030006 臺北捷運新店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3152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1段2號

20504030007 臺北捷運海山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3660 新北市土城區海山路39號B2

20504030008 臺北捷運亞東醫院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206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7號B1

20504030009 臺北捷運徐匯中學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4753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3號B1

20504030010 臺北捷運臺北橋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414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1段108號B1

20504030011 臺北捷運三重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4161 新北市三重區捷運路36號B1

20504030012 臺北捷運頭前庄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4251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8號B1

20504030013 臺北捷運新莊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4243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38號B1

20504030014 臺北捷運輔大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之1號B1

20504030015 臺北捷運迴龍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425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58號B1

20504030016 臺北捷運頂埔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23671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51之6號B3

20601030001 板信商業銀行營業部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22065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8號

20601030002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2515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63號

20601030003 新北市淡水信用合作社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2515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67號

20701030001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4244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11號

20701030002 板橋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2051 新北市板橋區智樂路6號

20701030003 中和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3563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50-1號

20701030004 三重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4144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55號

20701030005 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3652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7-1號

20701030006 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5152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1巷2號

20701030007 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4767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235-1號

20701030008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4341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167號

20701030009 樹林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3867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188-6號

20701030010 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2175 新北市汐止區汐科路321號

20701030011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250號

20701030012 三鶯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10巷12號

20701030013 鶯歌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3942 新北市鶯歌區館前路250號

20701030014 五股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4800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296號

20702030001 世界健身俱樂部永和店 運動健身場所 23444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309號B1

20702030002 世界健身俱樂部板橋店 運動健身場所 2206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26號1F

20702030003 世界健身俱樂部北新莊店 運動健身場所 24249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78號B1

20702030004 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新莊旗艦館 運動健身場所 24251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137號

20702030005 世界健身俱樂部三重店 運動健身場所 2414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78號

20702030006 世界健身俱樂部新店店 運動健身場所 23144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號

20702030007 世界健身俱樂部淡水店 運動健身場所 23156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89號

20702030008 環球健身中心 運動健身場所 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20702030009 健身工廠新莊廠 運動健身場所 24248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57號

20702030010 全真瑜珈健身中和館 運動健身場所 23558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1號

20702030011 健身工廠中和廠 運動健身場所 23581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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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2030012 全真瑜珈健身汐止館 運動健身場所 2217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3號4樓

20702030013 健身工廠淡水廠 運動健身場所 25148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16號

20702030014 健身工廠板橋廠 運動健身場所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28-1號

20702030015 比活力運動俱樂部 運動健身場所 24756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62號

20702030016 世界健身俱樂部景平店 運動健身場所 23581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2號

20702030017 世界健身俱樂部永和民權店 運動健身場所 23453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

20702030018 世界健身俱樂部板橋府中店 運動健身場所 22063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0號

20702030019 世界健身俱樂部板橋雙十店 運動健身場所 22043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43號B1

20702030020 世界健身俱樂部土城店 運動健身場所 23653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152號5F

20702030021 世界健身俱樂部汐止店 運動健身場所 22158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68號2F

20702030022 健身工廠土城廠 運動健身場所 23658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13號 B1

20702030023 健身工廠汐止廠 運動健身場所 22174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8號B1之2

20702030024 健身工廠三重廠 運動健身場所 24146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6號

20702030025 健身工廠新埔廠 運動健身場所 22047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323號

20702030026 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三重館 運動健身場所 24161 新北市三重區捷運路11號

20702030027 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林口旗艦館 運動健身場所 24441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382號B1

20702030028 雙和運動館 運動健身場所 22070 新北市板橋區觀光街56號

20901030001 林口MITSUI OUTLET PARK威秀影城 電影院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6號

20901030002 板橋大遠百威秀影城 電影院 22041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28號

20901030003 板橋秀泰影城 電影院 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20901030004 府中15 電影院 22055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號

20901030005 中和環球購物中心國賓影城 電影院 23546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

20901030006 昕境廣場國賓影城 電影院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02巷2號

20901030007 晶冠廣場國賓影城 電影院 24886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66號

20901030009 鴻金寶麻吉影城 電影院 24267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88巷5號

20901030010 三重天台戲院 電影院 2414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78號

20901030011 樹林秀泰影城 電影院 23847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0－6號

20901030012 土城秀泰影城 電影院 23659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210號

20903030001 好樂迪三重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4147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68號

20903030002 好樂迪蘆洲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4765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238號

20903030003 好樂迪板前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206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8號

20903030004 好樂迪板後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2064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106號

20903030005 好樂迪樹林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3845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18號

20903030008 好樂迪土城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3669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11號

20903030009 好樂迪重陽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4161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1號

20903030010 好樂迪埔墘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183號

20903030011 好樂迪淡水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515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0號

20903030012 好樂迪三峽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59號

20903030013 好樂迪汐止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2158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58-1號

20903030014 錢櫃板橋館前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2055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6號

20903030015 錢櫃永和樂華店 視聽歌唱業場所 23445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29號

20903030016 星聚點板橋館 視聽歌唱業場所 22063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號

21003030001 麗寶百貨廣場Hi Mall 商場 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21003030002 林口 MITSUI OUTLET PARK 商場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6號

21003030003 遠雄購物中心 商場 2217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3號

21003030004 昕境廣場 商場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02巷2號

21003030005 南山威力購物廣場 商場 23558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1號

21003030006 徐匯廣場 商場 24748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8號

21003030007 秀泰生活樹林店 商場 23847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0－6號

21003030008 日月光廣場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商場 23659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210號

21003030009 宏匯廣場 商場 24250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四段3號

21004030001 愛買南雅店 商場 22060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01號

21004030002 家樂福淡新店 商場 25152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21004030003 家樂福汐科店 商場 2217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9號

21004030004 好市多新莊店 商場 24257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3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