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區區區區 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
(1/22，，，，日日日日)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  (1/25，，，，三三三三)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小年夜小年夜小年夜小年夜(1/26，，，，四四四四) 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除夕除夕除夕除夕 (1/27，，，，五五五五)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春節垃圾停收春節垃圾停收春節垃圾停收春節垃圾停收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初四初四初四初四(1/31，，，，二二二二)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聯絡窗口聯絡窗口聯絡窗口聯絡窗口加強收運3趟 提前收運2趟 正常收運加強收運起訖： 09:00~21:30 收運起訖： 09:00~17:30 下午14:00及晚間19:00各收一趟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2趟 加班收運13:00~21:30加強收運0900~2130 加強收運0900~1730加班收運1趟 提前收運趟數：2趟加強收運起訖： 09:00~12:00 加強收運起訖： 09:00~16:30加強收運3趟 上午沿線收運1趟8:00出車加強收運起訖：8:00~22:00 下午沿線收運1趟13:00出車早上8:00加收一次 早上8:00加收一次 早上8:00加收一次晚上17:30正常收運 下午13:00加收一次 下午17:30加收一次提前收運趟數：2趟收運起訖： 08:00及13:30提早收運2趟收運起訖：09:00~17:30加強收運 沿途響鈴收運收運起訖13:30-21:30 收運起訖：09:00-16:00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2趟加強收運起訖： 13:00~21:30 加強收運起訖： 08:00~17:00加強收運1趟 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1趟加強收運起訖： 13:30開始-收完加強收運起訖： 17:00開始-收完另資收及廚餘班：08:00加收社區資收物、廚餘堆肥 加強收運起訖： 09:00開始~收完加強收運起訖： 13:30開始~收完廚餘班：08:00加收社區廚餘、堆肥 加強收運起訖： 13:30開始~收完加強收運起訖： 17:00開始~收完另資收班及廚餘班08:00加收社區資收物及廚餘堆肥加強收運 加強收運 加強收運加強收運起訖:08:00-12:00;17:00-21:00 加強收運起訖:08:00-12:00;13:00-17:00 加強收運起訖:08:00-12:00;13:00-17:00下午加收1趟，晚間正常收運 早上開始連續收運2趟至17:00止 下午加收1趟，晚間正常收運

13:00-16:00      17:30-21:30 09:00-17:00 13:00-16:00      17:30-21:30加強收運 2 趟壓強收運起迄：09：00-17：00

            加強收運1趟                 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1趟上午08:00-12:00                下午正常收運 加強收運起訖： 08:00~17:00 上午08:00-12:00       下午正常收運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106年春節期間垃圾清運服務時間年春節期間垃圾清運服務時間年春節期間垃圾清運服務時間年春節期間垃圾清運服務時間-規畫日程表規畫日程表規畫日程表規畫日程表
1 板橋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請撥打新北市垃圾清運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10-857（諧音：
0800-鈴一鈴-幫我清）

2 三重 停收 正常收運
4 中和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1/28~1/30 (初一

~初三)

3 永和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5 新莊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8 蘆洲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6 新店 停收 維持正常收運2趟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
7 土城 停收 正常收運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

1/28~1/30 (初一
~初三)

11 鶯歌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9 汐止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
14 瑞芳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停收
12 三峽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13 淡水 停收 正常收運
10 樹林 停收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區區區區 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
(1/22，，，，日日日日)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除夕前一週  (1/25，，，，三三三三)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小年夜小年夜小年夜小年夜(1/26，，，，四四四四) 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除夕除夕除夕除夕 (1/27，，，，五五五五)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春節垃圾停收春節垃圾停收春節垃圾停收春節垃圾停收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初四初四初四初四(1/31，，，，二二二二)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收運狀況 聯絡窗口聯絡窗口聯絡窗口聯絡窗口正常收運：2趟 加強收運趟數：2趟 恢復正常收運：1趟收運起訖：13：00~17：00、18：00~22：00 加強收運起訖： 09:00~12:00、13：00~17：00 收運起訖：18：00~22：00正常清運：2趟 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2趟下午14:00一趟  晚間19:00一趟 加強收運起訖： 09:00~17:00 下午14:00一趟  晚間19:00一趟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趟數：2趟加強收運起訖：

09:00~17:00
加強收運起訖： 09:00~17:00加強收運1趟加班收運起訖：06：45-15：30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2趟加強收運起訖： 07:00~16:00 加強收運起訖： 07:00~16:00 加強收運起訖： 07:00~16:00加強收運趟數：無 加班收運起訖：山線08:00~12:00海線13:00~17:00提早收運起訖： 08:00~17:00山線08:00~12:00海線13:00~17:00

晚間收運起訖：17:30~20:30加強收運2趟 加強收運起訖： 08:00~12:00加強收運起訖： 08:00~17:30 晚間收運起訖： 17:00~22:00正常收運 加強收運2趟 正常收運起迄時間07:00-22:00 起迄時間07:00-17:00 起迄時間07:00-22:00加強收運 加強收運趟數：2趟 加強收運起訖： 11:40~20:40加強收運起訖： 11:40~20:40 加強收運起訖： 09:00~17:00 正常收運加強收運趟數：1趟 加強收運趟數：2趟 加強收運趟數：1趟加強收運起訖： 13:00~20:30 加強收運起訖： 09:00~17:00 加強收運起訖： 13:00~20:30加班收運2趟加強收運起訖：08：00-16：00

加車收運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16 泰山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請撥打新北市垃圾清運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10-857（諧音：
0800-鈴一鈴-幫我清）

17 林口 停收 正常收運 上午08:00及下午13:00各1趟收完為止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
20 坪林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18 深坑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
19 石碇

正常清運上午07：00收完為止市區上午08：00收完為止
22 石門
24 平溪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25 雙溪 停收 正常收運

停收

提前加車收運

正常收運

23 八里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15 五股

1/28~1/30 (初一
~初三)

停收 正常收運 1/28~1/30 (初一
~初三)

21 三芝 巨大垃圾(傢俱)加班加收一天 正常收運 上午07：00及下午13：00各1趟收完為止市區上午08：00及下午13：00各1趟收完為止 1/28~1/30 (初一
~初三)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26 貢寮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正常收運27 金山  停收 1/28~1/30 (初一
~初三)

28 萬里 停收 正常收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