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養地區 認養地點(新北市) 認養單位 認養單位聯絡方式 每年認養經費(元) 長度(M) 寬度(M) 面積(㎡) 認養期間

三峽區

三峽區大學段一小段139地號及

(138、142)地號旁人行道 將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憲彰

(02)26717393

管理人：李金誼

(02)26717393

無特別編列 1305 1.67 2180 107.10.01~117.09.30

永和區
永和區成功路2段61至73號前人行

道及路樹認養

昇陽國艷大廈管理委員

會

主任委員：蔡荃臻謝麗卿

(02)8921-8855

管理人：周大駿張顯辰

(02)8921-8855

無特別編列 55 2 110

108.03.15~111.03.15

111.01.17~114.01.16(續

養)

新莊區
新莊區中央路51號(副都心段一小

段40地號)之人行道認養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雙

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負責人：陳文欽  蔡政道

(02)26365999

管理人：盧昱樺  周小姐

(02)85217872#302

提供81,150元作為負責管

理維護之保證金

無特別編列(續養)

17.4 5 87

105.05.01~108.05.01

111.05.01~114.05.01(續

養)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402地號(新

北大道四段185~187號及中央路736

號)之人行道

鄉林淳青社區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賴冠妃

(02)8522-1769、(02)8522-0169

管理人：賴冠妃

(02)8522-1769、(02)8522-0169

無特別編列 25.34/60.98 5.5/1.6 236.94

106.06.06~109.06.05

109.10.01~112.09.30(續

養)

三峽區
三峽區學勤路與大觀路(大學路一

小段36-1地號)人行道認養

永裕居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負責人：楊錦秀

(02)2275-1021

管理人：王淑芳林儒德

(02)2674-7422

無特別編列 10 3 30

106.09.01~110.01.31

111.01.01~114.01.01(續

養)

新莊區
新莊區中央路728號(副都心一小段

401地號)之人行道認養

寶贊開發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林美蓮

(02)2291-6699

管理人：吳奇芬

(02)2291-6699

無特別編列 34.53 5.42 187.16

107.04.24~110.04.24

110.04.24~113.04.24(續

養)

新莊區

新莊區100莊建字第712號建築工程

人行道認養(新莊區中原段347、

348地號)

健弘建設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伯熹

(02)2288-2216

管理人：黃伯熹

(02)2288-2216

無特別編列 28.8 4.9 125.34

107.07.01~110.07.01

110.07.01~113.07.01(續

養)

新莊區

新莊區新莊區中原段7、7-7、7-8

地號(102莊建字第00229號)人行道

認養

日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日健駅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連進財楊育浩

(02)2299-2000(02)-8521-5404

管理人：鄭秉原潘國樑

(02)2299-2000、0928-131-090(02)-8521-5404

38萬
31.55

39.5

2.5

0.6
102.575

107.09.06~110.09.05

110.09.06~113.09.05(續

養)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一小段390地號(中央

路469號)前人行道認養

典華幸福資源整合股份

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榮樑林齊國

(02)8521-2020

管理人：典華幸福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蔡

旻寧(02)8521-8558 0980-555-185

無特別編列 76.07 5 380.35

107.05.11.~110.05.11

110.05.12~113.05.12(續

養)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一小段294地號(富貴

路480號、103莊建字第244號)人行

道認養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泓瑩

(02)8292-2888

管理人：孟慶員

(02)8292-2288#827

無特別編列 76 3 228 108.12.20~111.12.19

新店區
「建造執照105店建00034號新建工

程」認養基地前人行道認養
三晟建設有限公司

負責人：鄭淑英

(02)2917-2631

管理人：鄭淑英

(02)2917-2631

無特別編列
48.37

29.7

7.6

1.5
412.1 109.01.15~112.01.14

新莊區
新莊區思源路746號及福美街之人

行道認養
歐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林豊彥

(05)5510-011

管理人：江建德

(02)8522-1133

無特別編列
62

68

3.9

1.9
371 109.02.01~112.02.01

三重區
三重區興德路55、57號(五谷王段

124地號)前人行道認養 辰光曜社區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詹文寬 林忠耿

(02)8230-1777 (02)2999-5335

管理人：張正宗 林忠耿

(02)8230-1777 (02)2999-5335

無特別編列 40.5 2.8 119.84 109.01.20~112.01.20

新莊區
新莊區102莊建字第470號建照工程

(中原段7-5地號)人行道認養
百鈜建設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綉華

(02)8951-6008

管理人：張炳棋

(02)8951-6008

無特別編列 43.8 1 43.8 109.02.19~112.02.18

新莊區
新莊區中原東路109~123號及頭興

街166~178號之人行道認養

合康新世紀社區管理委

員會

負責人：簡永元

(02)2277-8106

管理人：許志生

0916-943-860

無特別編列 85 1.5 127.5 109.02.29~112.02.29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一小段372-1地號

(104莊建字第438號)新建工程人行

道認養

中貿資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簡宗達

(03)352-8199

管理人：楊國平

(03)321-6677

無特別編列

69

91.5

65

1.5

5.5

3.2

814.75 109.03.23~112.03.22

三重區
三重區富貴段445地號(三信路

25~39號前)人行道認養
樺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爾德

(02)2792-8078#159

管理人：張泰陞

(02)2792-8078#159

無特別編列 72.26 3 216.78 109.04.01~112.03.31

三重區
三重區成功一路31號至39號前人

行道認養
祥旭龍實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秀鳳

(02)2857-9933

管理人：記明潭

(02)2857-9933

無特別編列 31 1.5 46.5 109.03.01~112.02.28

新莊區 新莊區思源路192巷51~61號 雙橡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蘇意婷

(02)2992-1831

管理人：顏國雄

(02)2992-1831

無特別編列 84.7 1 84.7 109.04.01~112.03.31

三重區
三重區神農街481號至501號前人行

道認養
德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賴光榮

(02)2211-8015

管理人：魏英斌

(02)2278-2522

無特別編列
26

51

2.5

1.5
141.5 109.04.01~112.03.31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一小段343、345地號

(中智街50~58號)人行道認養
謙量社區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曾雲慶

(02)8522-0910

管理人：曾雲慶

(02)8522-0910

無特別編列
16

8
2 48 109.04.25~112.04.25

新莊區 新莊區中原東路95-107號前人行道
合康新世代社區管理委

員會

負責人：徐瑞霖

(02)2990-2650

管理人：徐瑞霖

(02)2990-2650

無特別編列 36.34 1.5 54.51 109.05.01~112.04.30

新莊區
新莊區中原段198地號前思源路、

中原東路和福美街之人行道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馬志綱

(02)2378-6789

管理人：莊博全

(02)2378-6789

無特別編列

75

62

75

5.1

1.5

1.5

382.5

93

112.5

109.05.27~112.05.27

人行道認養資訊



新莊區
106莊建字第00087號(新莊區副都

心段八小段1-1地號)之人行道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

分局

負責人：分局長林武宏

(02)2994-8516

管理人：陳蒼霖

(02)8072-5454#3262

無特別編列 64.42 3.27 210.65 109.06.10~112.06.10

三重區 五谷王北街與清傳街口之人行道
皇鼎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劉信雄

(02)2703-0211

管理人：謝宗男

(02)2799-2228#206

無特別編列 28.35 1.7 39.65 109.07.20~112.06.19

新莊區

新莊區中原段286地號前幸福東路

和頭城街之人行道(103莊建字第

360號)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馬志綱

(02)2378-6789

管理人：黃靖夫

(02)2378-6789

無特別編列 125.45
1.5

2.75
253.56 109.07.16~112.07.16

新莊區
新莊區思源路332巷51、53號人行

道(104莊建字第00533號)

欣聯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林榮三

(02)2515-3700

管理人：林榮三

(02)2515-3700

無特別編列 15 1 15 109.08.21~112.08.21

新莊區
新莊區榮華路一段與昌和街人行

道(107莊建字第00336號)
吉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張雅婷

(02)8797-3666

管理人：葉峻廷

(02)8797-3666

無特別編列
31.6

43.5

3

0.9
133.95 109.09.01~112.08.31

新莊區
新莊區思源路332巷人行道(106莊

建字第00182號)
璞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李忠恕

(02)7735-0888

管理人：邢天令

(02)7743-9610

無特別編列 65.64 3 196.92 109.09.01~112.08.31

新莊區

新莊區頭前路福美街交叉口及思

源路頭前路交叉口之人行道(103莊

建字第00683號)

新浩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邱一標

(02)-2203-5888

管理人：游成章

0928-281-961

無特別編列

39

58

39

1.5

4

5

495.3 109.09.05~112.09.04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280、439地

號新建工程臨新北大道人行道、

臨中央路人行道(106莊建字第

00107號)

宏匯新北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許崑泰

(02)2278-9066

管理人：宏匯廣場管理部

(02)8512-8366

無特別編列
115

116

2

5.3

230

614.8
109.09.01~112.08.31

永和區
永和區復興街32巷16號至26號巷

道認養

日景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黃繼宏

(02)2704-9688

管理人：黃藏永

0975-398-782

無特別編列 250 - - 109.10.26~112.10.26

中和區
中和區華中段14地號之人行道認

養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趙文嘉

(02)2723-9999

管理人：卓勁任

(02)2723-9999#2366

無特別編列 21.781 3.824 55.3 109.10.30~112.10.30

三重區

三重區光復路二段81號前方(光復

路側)及光復路二段81-1號(神農街

側)後方之人行道

明宗投資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宗仁

(02)2278-1234

管理人：陳正民

(02)2278-1234

無特別編列
52.3

12.4

2.5

1.5~0.2

130.75

18.6
109.11.03~112.11.02

新莊區
新莊區昌智路52號至60號之人行

道(106莊建字第00189號)
嘉通建設有限公司

負責人：張淑美

(02)8287-6657

管理人：陳奕誠

0952-262-469

無特別編列 17.08 3.05 52.09 109.11.13~112.11.13

新莊區
新莊區頭前路150-158號前之人行

道
樹和苑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樹和苑管理委員會

(02)2277-5977

管理人：林陳欽

(02)2277-5977

無特別編列 84.5 4 338 109.12.1~112.12.1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一小段地號(新莊區

中德路307號)104莊建字第65號
遠雄首品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張慶祥

(02)8521-9736

管理人：洪月媚

(02)8521-9736

無特別編列 52.5 2.85 152.5 109.9.8~112.9.7

中和區 中和區華中段30地號之人行道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趙文嘉

(02)2723-9999

管理人：卓勁任

(02)2723-9999#2366

無特別編列 108.5 2.66 428.65 109.12.18~112.12.17

新莊區
中原路136號~148號、昌平街96號

~98號、昌德街85號~91號之人行道

至真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

負責人：蔡孟恭

(02)8521-1541

管理人：洪偉瀚

(02)8521-1541

無特別編列

38

27

67

1.8

3.07

0.8

68.4

82.29

53.6

110.1.1~113.12.31

新莊區
新莊區中華路三段與榮華路一段

交叉口之人行道
新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游博熙

(02)2987-9081

管理人：游東華

(02)2987-9081

無特別編列 33.5 3 98.55 110.1.20~113.1.20

三重區
三重區新興路6號至14號段之人行

道

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紀玉枝

(02)8978-6262

管理人：王德良

(02)2250-5899

無特別編列 35.12 2 91.68 110.2.1~113.1.31

八里區 八里區中庄段245地號前人行道 陳宗棋

負責人：陳宗棋

(02)2610-1018

管理人：陳木村

0933222113

無特別編列 26.1 2.35 61.335 110.2.5~113.2.5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125地號的

昌德街、昌平街及榮華路一段

(103、105、107、109、111、113

號)之人行道

冠德天尊社區管理委員

會

負責人：林阿南

(02)8521-5397

管理人：許佳綾

(02)8521-5397

無特別編列

62

58

66

0.8

2.95

2.95

415.4 110.2.1~113.1.31

新莊區
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79號前人行

道
宏匯思源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許崑泰

(02)2278-9066

管理人：謝盛宥

0937-277317

無特別編列 42 1.2 50.4 110.3.10~113.3.10

新莊區
新莊區中原東路與福美街交叉路

口人行道

冠德鼎峰社區管理委員

會

負責人：莊佳容

(02)8521-5948

管理人：許詠晴

(02)8521-5948

無特別編列 102 1.5 153 110.03.23~112.03.22

淡水區
淡水區中正路一段2號新北市滬尾

藝文休閒園區前人行道

將捷文創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林梅婷

(02)2621-8555

管理人：薛安國

(02)2621-8555#2902

無特別編列 54.2 3.3 179.27 110.03.31~115.03.31

八里區

八里區台北港段97地號土地(商港

三路與頂罟二路交叉口)周邊人行

道

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鄭重

(02)2742-5777

管理人：王振芳

(02)2619-4990

無特別編列

116.7

116.7

26.7

2.1

2

2.67

545.28 110.05.01~113.04.30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235地號(中

華路三段與榮華路一段)之人行道
三發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蔡智杰

(02)2570-9988

管理人：陳威旭

(02)2570-9988

無特別編列 13.4 2 36 110.04.20~113.04.19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35地號(思

源路555號及553號前，臨中央路、

思源路及富貴路)之人行道

宏匯思源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許崑泰

(02)2278-9066

管理人：陳玉祥

0989-385865

無特別編列

92

139

94

5.3

4.9

3

1440 110.04.26~113.04.26

新莊區
新莊區雙鳳段91地號(新北大道七

段419~429單數號)之人行道

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黃勝舜

(02)2570-2369

管理人：張幼湘

(02)2570-2369

無特別編列 80.55
2.4

1.36
168.99 110.06.01~113.05.31

三重區
三重區元信二街(仁信段81地號前)

人行道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彭慶

(02)2627-1926

管理人：白文祥

(02)2795-5999

無特別編列 2 35.5 71 110.06.01~112.05.31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71地號(富

貴路90號前)之人行道
展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何金龍

(02)2393-2898

管理人：陳柏智

(02)8521-3736

無特別編列 98.18 3 287.98 110.06.01~113.06.01

新莊區
新莊區福德一街2~12號(107莊建字

第00560號)之人行道

廣春成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負責人：王鼎然

(02)8295-0099

管理人：翁維德

(02)8521-8065、0932-058-483

無特別編列 40 1 40 110.06.11~113.06.11

三重區
三重區仁義街(仁信段85地號前)人

行道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彭慶

(02)2627-1926

管理人：潘柏辰

(02)2795-5999

無特別編列 34.8 1 34.8 110.06.20~113.06.19

三重區
三重區元信三街(仁信段5地號前)

人行道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彭慶

(02)2627-1926

管理人：鄭賀仁

0988-123-900

無特別編列 30.9 1.3 40.2 110.07.21~113.07.20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317地號

(105莊建字第00432號)前人行道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趙文嘉

(02)2723-9999

管理人：吳東瑆

(02)2723-9999#2360

無特別編列 74.7 2.77 212.11 110.09.15~113.09.14

三重區

三重區成功二街(路燈編號289362

號至成功二街與成功路50巷交叉

口)之人行道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彥文澤

(02)2747-5620

管理人：林怡慧

(02)2631-5631

無特別編列 85.4 1.5 128.1 110.08.03~113.08.02

新莊區

新莊區中原路與中平路口、榮華

路二段(副都心段一小段372-1地號)

前人行道

中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翁茂槐

(02)8522-8898

管理人：湯凱堯

(02)8522-7211

無特別編列

69

91.5

65

1.5

5.5

3.2

103.5

503.25

208

110.08.11~113.08.10

三重區
三重區頂文街、疏洪西路(104重建

字第00342號)前人行道

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顏文澤

(02)2747-5620

管理人：宗輝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2)2755-6796

無特別編列

80

34

33

1.4

3

4

350 110.09.01~113.08.31

新莊區 新莊區思源路400及422號之人行道 益通建設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建璋

(02)8287-6657

管理人：李宗隆

0975-200-809

無特別編列
49

49

4.6

1.2
284.2 110.10.01~113.9.30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一小段347、349地號

(105莊建字第155號)-中信街148號

及中智街63、65號之人行道

威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朱常遠

(02)2563-9037
無特別編列

28.19

18.73

0.8

3
119.6 110.10.01~113.9.30

三重區
三重區環河北路3段490~502號前之

人行道
鴻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李明德

(02)2857-9868

管理人：張木樹

(02)2857-9868

無特別編列 62.21 4 248.84 110.10.15~113.10.14

新莊區
新莊區幸福東路與頭成路交叉口

(106莊建字第00071號)

裕盛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負責人：曾國治

(03)222-1991

管理人：林錦良

(03)222-1991

無特別編列 32.61 1.2 39.13 110.11.02~113.11.01

三重區
三重區重新路5段建案基地前(五谷

王段361地號等14筆土地)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張清櫆

(02)2377-9968

管理人：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2)2377-9968

無特別編列 73.44 0.84 34.08 110.12.01~113.11.30

三重區
三重區三重段298地號前臨重新路

4段之人行道
力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蔡宗良

(02)2531-6867

管理人：陳志能

0922-072-098

無特別編列 30.63 1.5 52.4 111.01.01~114.12.31

三重區
三重區三陽路160號~168號前人行

道
首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羅李阿昭

(02)2797-5688

管理人：王漢武

(02)-2797-5688

無特別編列 22.15 110.04.16~113.04.16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403地號

(107莊建字第509號)之人行道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洪鎮海

(02)2299-6000

管理人：高洪斌

(02)2299-6000#411

無特別編列 77.4 5.4 417.96 111.02.18~114.02.18

新莊區
新莊區福德一路88等號(新莊區中

原段124號)之人行道
國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盧明德

(02)2773-4145#37

管理人：黃炫凱

(02)2773-4145

無特別編列
50

46.5

1

2.5
173 111.06.01~114.05.30

新莊區

新莊區全安段443地號等7筆土地

新莊區全安段518地號等84筆土地

之人行道

(106莊建字第126號)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楊岳修

(02)2502-7799

管理人：朱婉卿

(02)2502-7799

無特別編列 132 1.48 195 111.07.01~121.06.30

三重區
三重區疏洪東路一段251~256號前

之人行道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馬志綱

(02)2376-6789

管理人：張振煒

(02)2376-6789#5470

無特別編列 44 4 176 111.07.04~114.07.03

三重區
三重區元信二街16號到32號前公

有人行道

臺億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紀玉枝

(02)8978-6262

管理人：麗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3)316-9528

無特別編列 2.35 52.66 123.751 111.07.01~114.07.01



永和區
永和區竹林路(竹林路68巷至70巷

間)公共人行道及人行道樹認養

吉美一品花園大樓管理

委員會

負責人：盧祖耀

(02)2231-9955

管理人：黃婕如

0987-121-852

無特別編列 95.3 1.8 171.54 111.04.01~114.03.31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357地號等

2筆土地(108莊建字第549號)人行

道

富士康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負責人：蔡明言

(02)2211-1618

管理人：顏士評

(02)2211-1618

無特別編列
36.6

27.9

1.44

1.7
100.1 111.08.22~114.08.22

新莊區

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224地號等

8筆土地(108莊建字第00211號)人

行道

勝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謝伯倫

(02)8531-5516

管理人：許富翔

(02)8531-5516

無特別編列
73.2

75.7

1

3.1
307.87 111.10.24~114.10.23

土城區 土城區沛陂段389地號人行道 無特別編列

土城區

土城區學士路137~209號(明德段23

號等7筆地號)(107土建字第341號)

人行道

精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賴光榮

(02)2211-8015

管理人：章育誠

(02)2211-8015

無特別編列 102.27 1.2 153.41 111.12.1~114.12.1

三重區

三重區建照號碼107重建字第00417

號建案(五谷王段126-1、158等2筆

土地)前方公有人行道

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鄭重

(02)2760-2202

管理人：曹逢哲

(02)2322-7777

無特別編列
108.32

164.22

2.93

2.45
719.72 111.12.1~114.11.30

三重區

三重區建照號碼108重建字第00434

號認養本區集賢路124號前公有人

行道

凱越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林鴻森

(02)2719-2829

管理人：黃煥昌

(02)2719-2829

無特別編列 19.2 2 38.4 111.12.1~114.11.30

新店區
新店區裕隆城商場新建工程(106店

建字第244號)人行道認養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

公司

負責人：嚴陳莉蓮

(02)8919-9589

管理人：裕隆城商場管理負責人

(02)8919-9589

無特別編列
217

168

2

1.8
717 111.12.1~121.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