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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先與就近的家庭服務中心聯繫(P1-7)，如不方便再與各縣市政府 社會處聯繫(P8)。 

更新時間：20180306 

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1 新北市 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

街73號6樓 
02-89858509 

週一至週五 

08：30-12：30 

13：30-17：30 

2 臺北市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

務中心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

街1段21號7樓 
02-25580133 

週二至週六09：00-

18：00 

3 

桃園市 

桃園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桃園區) 

桃園區陽明三街33 

號4樓 
03-2182778 

週一至週五 

08：30-12：30 

13：30-17：30 

4 
中壢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中壢區) 

中壢區元化路159 

號1樓 
03-4220126 

5 
平鎮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平鎮區) 

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號3樓 
03-4911910 

6 
八德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八德區) 

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73號 
03-3676865 

7 
楊梅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楊梅區) 
楊梅區大華街1號 03-4750067 

8 
蘆竹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蘆竹區) 

蘆竹區南崁路152 

號3樓 
03-2127678 

9 
龜山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龜山區) 

龜山區自強南路97 

號2樓 
03-3208485 

  



 

頁 2 / 8 

 

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10 

桃園市 

龍潭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龍潭區) 

龍潭區干城路19巷

30號 
03-4790231 

週一至週五 

08：30-12：30 

13：30-17：30 

11 
大溪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大溪區) 
大溪區中正路56號 03-3883060 

12 
大園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大園區) 

大園區和平東路89 

號3樓 
03-3863316 

13 
新屋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新屋區) 

新屋區中山路370 

號3樓 
03-4970225 

14 
觀音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觀音區) 
觀音區信義路52號 03-4732320 

15 
復興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復興區) 

復興區羅浮里合流

6號 
03-3821110 

16 

臺中市 

臺中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旱溪

西路三段260號 
04-24365842 

週二至週六09:00-

17:30 

17 

臺中市山線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 

(服務範圍：豐原、后里、

東勢、新社、潭子、大雅、

石岡、神岡、和平區) 

臺中市豐原區明義

街46號 
04-25255995 

週一至週五08：

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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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18 

臺中市 

臺中市海線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 

(服務範圍：大甲、清水、

梧棲、沙鹿、外埔、大安、

大肚、龍井區) 

臺中市大甲區水源

路169號2樓 
04-26801947 

週一至週五08：

00~17：00 

週 六 08：00~12：00 

19 

臺中市大屯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 

(服務範圍：太平、大里、

霧峰、烏日區)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

路32號 
04-24865363 

週一至週五09：

00~18：00 

20 

臺南市 

第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新營區、鹽水

區、白河區、柳營區、後壁

區、東山區、北門區、學甲

區、將軍區、佳里區、西港

區、七股區)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

路61號3樓 
06-6330327 

週一至週五 

08：30-12：30 

13：30-17：30 

21 

第二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東區、南區、

中西區、北區、安平區、安

南區、永康區)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

西 路 二 段 315 號 7

樓 

06-2992562 

22 

第三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麻豆區、下營

區、六甲區、官田區、安定

區、新市區、善化區、玉井

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

區、仁德區、歸仁區、關廟

區、龍崎區、大內區、新化 

區、山上區) 

臺南市關廟區文衡

路111號 

06-5950585 

06-595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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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23 

高雄市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三民區、左營

區、小港區、前鎮區、新興

區、苓雅區、楠梓區、鼓山

區、旗津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

二路5號 
07-7113133 

週二至日08:30-12:00 

13:00-17:3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24 

鳳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鳳山區、大寮 

區、仁武區、林園區)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

二路100號 
07-7191450 

週一至週五09：00-

18：00 

25 

旗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甲仙區、內門

區、美濃區、六龜區)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

路199號 
07-6627984 

週一至週五09:00-

12:00 

13:30-17:30 

26 

岡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橋頭區、岡山

區)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

南街99號 
07-6232132 

週一至週五09:00-

12:00 

13:30-17:30 

27 

路竹新住民及婦女家庭服務

中心 

(服務區域：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

路51 

07-6962779 

07-6961554 

週二至週日09:00-

12:00 

13:30-17:0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 

28 基隆市 
基隆市政府國際家庭服務中

心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

路482號5樓 

02-24320495 

02-24324145 

週一至週五

8:00~12:00 

13:30~17:30 

29 新竹市 新竹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新竹市建功一路49 

巷14號3樓 
03-5722395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 

13：00-17：00 

30 新竹縣 新竹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

二路620號 
03-6570832 

週一至週五08：00-

17：30 

31 苗栗縣 苗南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

路456號3樓 

037-277017 

037-27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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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32 苗栗縣 苗北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頭 份 鎮 中 正 一 路

532號 
037-598098  

33 彰化縣 
彰化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

路一段60號4樓 

04-7237885 

04-7236995 

星期一至星期日(國定

假日休館) 09：

00~12：00 

13：00~18：00 

34 南投縣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南投市南崗二路85 

號 
049-2244755  

35 雲林縣 雲林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

路22號 
05-5339646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36 嘉義市 嘉義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嘉義市德安路6號

後棟4樓 
05-2310445 

週一~週五

08:00~12:00 

13:30~17:30 

37 嘉義縣 
嘉義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 

嘉義縣太保市中正

路236號 

05-2371969 

05-2370209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 

13:00-17:00 

38 

屏東縣 

屏東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 服務區域：屏東市、高樹

鄉、里港鄉、九如鄉、鹽埔

鄉、長治鄉、麟洛鄉、霧台

鄉、三地門鄉) 

屏東市大連里德豐

街106號 
08-7387677 

週一至週五08：00-

17：30 

39 

潮州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萬丹鄉、竹田

鄉、內埔鄉、萬巒鄉、潮州

鎮、新埤鄉、瑪家鄉、泰武

鄉) 

屏東縣潮州鎮光澤

巷16號 

08-7891929 

08-7371382 

週一至週五08：30-

17：30 

  



 

頁 6 / 8 

 

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40 

屏東縣 

東港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新園鄉、崁頂

鄉、東港鎮、南州鄉、佳冬

鄉、琉球鄉、林邊鄉、來義

鄉、春日鄉)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

路201號2樓 
08-8338610 

週二至週六08：30-

18：00 

41 

恆春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 枋寮鄉、枋山

鄉、車城鄉、恆春鎮、滿州

鄉、獅子鄉、牡丹鄉)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

路158號 
08-8893001 

週一至週五08：30-

18：00 

42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260宜蘭縣宜蘭市

同慶街95號 

（03）932-

8822 

週一至週五08:30～

17:30(夏令) 

08:00～17:00(冬令) 

43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

─ 羅東中心 

宜蘭縣羅東鎮天祥

路171號3樓 
03-9533927 

週一至週五08:30～

17:30(夏令) 

08:00～17:01(冬令) 

44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

─ 礁溪中心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

路四段126號 
03-9886775 

週一至週五08:30～

17:30(夏令) 

08:00～17:02(冬令) 

45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

─ 蘇澳中心 

宜蘭縣蘇澳鎮隘丁

里隘丁路36號3樓 
03-9908116 

週一至週五08:30～

17:30(夏令) 

08:00～17:03(冬令) 

46 花蓮縣 花蓮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府後

路8號C棟1樓 

03-8246996 

03-8246997 

週一至週五08：00-

12：00 

13：30-17：30 

47 臺東縣 臺東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台東市更生路660 

號 
089-224818 

週一至週五

8: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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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一覽表 

序號 縣市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48 澎湖縣 澎湖縣新住民服務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

路242號3樓 

06-9260385 

06-9269446 

06-9269443 

週一至週五  (國定假日

休館) 08：00~12：

00 

13：30~17：30 

49 金門縣 
金門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 

金門縣金湖鎮瓊徑

路35號 

 

082-332756 

週一至週五

8:00~12:00 

13:30~17:30 

50 連江縣 
連江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

心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

村131號5樓 

 

0836-23884 

週一至週五

8: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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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 社會處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2：30、13：30-17：30) 

編號 單位 電話 地址 

1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02-2420-1122 202 台灣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 號 

2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02-2720-8889 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3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02-2960-3456 
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5

樓 

4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03-332-2101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5 新竹縣政府社會處 03-551-8101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6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03-535-2386 300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41 號 

7 苗栗縣政府社會局 03-7322-150 360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8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04-2228-9111 
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99 號 A 棟

(惠中樓)3 樓 

9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 

10 南投縣政府社會處 04-9222-2106~9 5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11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05-552-2560 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12 嘉義縣政府社會處 05-362-0900 612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1 號 

13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05-225-4321 60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嘉義市政府 

14 台南市政府社會處 06-299-1111 
708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永華市

政中心 

15 台南市政府社會處 06-632-2231 
730 台南市新營區府西路 36 號；民治市政中

心 

16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07-334-4885 802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10 樓 

17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08-732-0415 90001 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18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03-932-8822 260 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 95 號 

19 花蓮縣政府社會局 
03-822-

7171#380~393 
970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20 台東縣政府社會處 08-9340-726 950 台東縣台東市桂林北路 201 號 

21 澎湖縣政府社會局 06-927-4400 88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22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08-232-4648 

08-232-3019 

08-237-3291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