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機：2680-8001                                               

主任室             黃主任 800 專線：2680-8006 測量課傳真

主任室助理

802

測量課課⻑-- 200 專線：2680-6111

秘書室             林秘書

801

專線：2680-0300 測量檢查員 201 陳先生

人事管理員     陳小姐 600 專線：2680-8008 測量人員 202 姚小姐  張小姐  

人事助理 601 陳小姐 203

會計管理員     江小姐  700 專線：2680-6414 204

會計助理 701 莊小姐 205 黃先生

登記課傳真 206 方先生

登記課課⻑-- 洪課⻑  100 專線：2680-6100 207 楊先生

101 尤小姐 208 葉先生

102 廖小姐 209 林先生

103 黃先生 210 薛先生   楊小姐   

104 何小姐 211 王先生   蔡先生   

105 陳小姐

212

曾先生   武小姐  

106 林先生 213                 許小姐 

107 廖小姐 214 蕭先生   李小姐 

108 黃先生 215 李先⽣(兼代理課⻑)

109 周先生 217 洪先生   蔡先生

111
林小姐(地籍清理&未辦繼承)

221 唐小姐   張先生    

114 吳先生
222 張先生   李小姐

115 林先生
223 王先生   林小姐

129 陳小姐
225

135 許小姐
216 洪小姐

137 方小姐
218 李先生   韓小姐  陳先生

151 陳小姐 地價課傳真

126 吳小姐 地價課課⻑-- 300 專線：2680-7434

127 地價登打、校對 301 黃小姐   李小姐

核算規費主辦 119 尹小姐 302 劉小姐

補正、駁回、塗銷查封 117 蘇小姐 303 王小姐

核收規費 118 林小姐 304

112

徐小姐、施小姐、廖先生

305 張小姐

121

徐小姐、施小姐、廖先生

306 楊先生

專線：2680-8007 307 黃先生

地籍課課⻑--馮課⻑ 400 專線：2680-6779
308

陳先⽣(兼代理課⻑)

141
309

林小姐

144 涂小姐
地價協辦  地價查詢 310

鄭小姐

149 林先生
實價登錄承辦收件

150 陳先生

140 陳小姐 資訊課傳真

145 蔡小姐　 資訊課課⻑--游課⻑ 500 專線：2680-6099

148 邱小姐 電腦主機房 509 專線：2680-0105

199 501 劉先生

簡易配件、權狀列印、權管 110 徐小姐 502 劉先生

拆件、結案、發狀 116 鄭小姐 503 吳先生

地籍資料庫房傳真 504 郭小姐

地籍資料庫房業務
130 王小姐 505 林小姐

地籍資料庫房業務協辦
132 506

總務傳真

FAX：2680-5760

507 陳先生

總務助理

219 余小姐 508 陳先生

總務 220 呂先生 120 戴小姐

總務專線 專線：2680-8112 122 吳小姐

總機、公文掃描   312 董小姐 123 羅小姐

文檔協辦

313 124 阮小姐

文檔主辦

315 黃小姐 125 陳小姐

收文 319 戴小姐 511 何小姐

320 主管桌
113 主管

出納、工友技工測助人管之考績

321 李小姐 樹林地政小而能工作站2684-4130  林小姐

電子公文、發文

322 方小姐 三峽地政小而能工作站2674-4043  彭小姐

803 張小姐 鶯歌地政小而能工作站2670-1836  林小姐

804 王小姐

稅捐處 318 陳小姐

專線 26685364

網址:www.shulin.land.ntpc.gov.tw

傳真：2680-8094 E-mail：ntpc546@ms.ntpc.gov.tw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電話號碼表 

單⼀窗⼝(設定、塗銷）

FAX：2680-8018

410

聯合服務中心

登打、⼀般配件

校對

FAX：2680-5020

機房管理

FAX：2680-5472

語音查詢 2956-8838

研考室(專線：2680-5816)

會議室

⼀般登記案件測量謄

本收件

地價承辦

FAX：2680-7162

初審（專線：2680-8014）

測量倉庫

複審（專線：2680-7765）

FAX：2680-0121

更新日期：202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