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區別 場所名稱 場所地址 區公所聯絡電話

1 中區 大墩、柳川、大誠、中華里聯合活動中心 柳川里興中街88號 04-22222502

2 中區 綠川、繼光、公園、光復里聯合活動中心 綠川里成功路27號 04-22222502

3 東區 東區里民活動中心 長福路245號 04-22151988

4 東區 東勢子段四里多功能學苑 福明街118號 04-22151988

5 東區 十甲里等三里聯合活動中心 東英七街41號 04-22151988

6 東區 六順多功能活動中心 六順路26號 04-22151988

7 東區 泉源里活動中心 泉源里樂業一路151號 04-22151988

8 西區 大益活動中心 精誠23街30號 04-22245200

9 西區 忠誠活動中心 華美西街一段203之1號 04-22245200

10 西區 和龍民龍聯合里活動中心 西屯路一段169號 04-22245200

11 西區 大忠吉龍聯合里活動中心 五權五街285號 04-22245200

12 南區 中興活動中心 德義里復新街89號 04-22626105

13 南區 崇仁活動中心 柳川西路一段59號 04-22626105

14 南區 國光里活動中心 正義街232號 04-22626105

15 南區 長榮里活動中心 國光路11號 04-22626105

16 南區 和平里活動中心 復興二段71巷31弄11號1樓 04-22626105

17 南區 南和里活動中心 工學三街23號 04-22626105

18 南區 萬安集會所 愛國街80號 04-22626105

19 南區 新榮里活動中心 新華街168號 04-22626105

20 南區 崇倫里活動中心 崇倫街52之3號 04-22626105

21 南區 工學里活動中心 工學路141號 04-22626105

22 南區 大慶活動中心 德富路100號 04-22626105

23 北區 中達里育德里邱厝里聯合活動中心 英才路172號 04-22314031

24 北區 大湖里光大里聯合活動中心 柳川東路四段28號 04-22314031

25 北區 明德里活動中心 太原四街23號2樓 04-22314031

26 北區 賴興里活動中心 山西路二段125號 04-22314031

27 北區 長青里活動中心 陝西路66號 04-22314031

28 北區 乾溝子活動中心 西屯路一段299號 04-22314031

29 北區 健行里明新里聯合活動中心 西屯路一段319巷20號 04-22314031

30 北區 文莊里活動中心 日興街200號 04-22314031

31 北區 建興里活動中心 大義街124號 04-22314031

32 北區 頂厝里活動中心 北興街263號 04-22314031

33 北區 建德里活動中心 國強街62號 04-22314031

34 北區 賴旺里活動中心 中清路一段880巷11號 04-2231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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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北區 金龍里活動中心 益華街53號 04-22314031

36 北區 錦祥里活動中心 育強街119號 04-22314031

37 北區 錦村里活動中心 進化路332之1號 04-22314031

38 北區 梅川里活動中心 青島路二段107號 04-22314031

39 北區 賴厝里活動中心 漢口路4段226號 04-22314031

40 北區 賴福里活動中心 太原路二段210號 04-22314031

41 北區 賴村里活動中心 梅亭街442號 04-22314031

42 北區 中正里活動中心 福龍街66號 04-22314031

43 西屯區 潮洋里活動中心 市政北二路400號 04-22556333

44 西屯區 福安地區各里聯合活動中心 中工三路199號2、3樓 04-22556333

45 西屯區 福安里兒童暨老人活動中心 永福路26號 04-22556333

46 西屯區 西安、西墩、至善里聯合活動中心 光明路160號4樓 04-22556333

47 西屯區 西平里活動中心 烈美街60號 04-22556333

48 西屯區 鵬程里活動中心 逢大路65號 04-22556333

49 西屯區 大鵬里活動中心 長安路2段71巷7號 04-22556333

50 西屯區 何福、何德里聯合活動中心 河南路1段125號3樓 04-22556333

51 西屯區 何源里活動中心 漢城街152號 04-22556333

52 西屯區 何安里活動中心 四川路126號3樓 04-22556333

53 西屯區 何仁里活動中心 洛陽路125巷21號 04-22556333

54 西屯區 何南、何成里聯合活動中心 大墩十七街88號3樓 04-22556333

55 西屯區 何明里活動中心 大弘六街10號1樓 04-22556333

56 西屯區 逢福里活動中心 福上巷249之8號1樓 04-22556333

57 西屯區 逢甲里活動中心 永新南二巷38號 04-22556333

58 西屯區 協和里活動中心 工業區三十八路168、170號 04-22556333

59 西屯區 何南里活動中心 大隆路108號1樓 04-22556333

60 西屯區 上安里活動中心 上明一街56號1樓 04-22556333

61 西屯區 龍潭里活動中心 龍德路2段366號 04-22556333

62 西屯區 港尾里活動中心 中康二街16號1樓 04-22556333

63 西屯區 大石里活動中心 皇城街30號1樓 04-22556333

64 西屯區 上德里活動中心 上石路86號 04-22556333

65 西屯區 至善里活動中心 逢甲路301巷61號 04-22556333

66 南屯區 大新活動中心 大墩11街64號3.4樓 04-24752799

67 南屯區 大同里活動中心 大墩6街161號3.4樓 04-24752799

68 南屯區 春社里活動中心 忠勇路23之12號2.3樓 04-2475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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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南屯區 田新公園管理室 大墩6街319巷41號 04-24752799

70 南屯區 惠智公園管理室 大墩11街518號 04-24752799

71 南屯區 黎明里活動中心 干城街150號 04-24752799

72 南屯區 惠義公園管理室 大墩12街361號3樓 04-24752799

73 南屯區 同心里活動中心 大墩一街224號 04-24752799

74 南屯區 田心里活動中心 南屯路2段530號 04-24752799

75 南屯區 南屯里活動中心 萬和路一段50號 04-24752799

76 南屯區 春安里活動中心 春安路110號 04-24752799

77 南屯區 三厝里活動中心 永春東七路802號1樓 04-24752799

78 南屯區 三義公園管理室 河南路四段138號 04-24752799

79 北屯區 舊社公園活動中心 松竹路二段59巷5號 04-24606000

80 北屯區 瀋陽公園管理室活動中心 瀋陽北路21號 04-24606000

81 北屯區 東光青少年活動中心 東山路一段33巷16號 04-24606000

82 北屯區 軍功里活動中心 軍和街123號 04-24606000

83 北屯區 大德公園管理室 平德路3號 04-24606000

84 北屯區 平順平心平福里聯合活動中心 旅順路二段78號3樓 04-24606000

85 北屯區 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安順東五街13號 04-24606000

86 北屯區 四民里仁和里仁美里同榮里聯合活動中心 仁和里豐樂一街78號 04-24606000

87 北屯區 平德里活動中心 綏遠路二段39之2號4樓 04-24606000

88 北屯區 北京里活動中心 國校巷34號 04-24606000

89 北屯區 三和里活動中心 東光路788號 04-24606000

90 北屯區 新平、陳平里聯合活動中心 經貿二路138號 04-24606000

91 豐原區 鎌村里活動中心 鎌村路465巷58號 04-25222106

92 豐原區 圳寮里活動中心 圓環北路一段125號 04-25222106

93 豐原區 西安里活動中心 西安街72-2號 04-25222106

94 豐原區 南村里活動中心 圓環東路918號 04-25222106

95 豐原區 朴子里活動中心 豐勢路二段535巷119號 04-25222106

96 豐原區 豐田(新)里活動中心 永康路346巷33號 04-25222106

97 豐原區 南陽里活動中心 永康路181巷6號 04-25222106

98 豐原區 五里聯合活動中心 新生北路155-1號 04-25222106

99 豐原區 北湳里活動中心 三環路72號 04-25222106

100 豐原區 翁子里活動中心 豐勢路二段290巷12號 04-25222106

101 豐原區 中陽里活動中心 惠陽街116號 04-25222106

102 豐原區 東陽里活動中心 東陽路306號 04-2522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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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豐原區 三村里活動中心 豐原大道一段609號 04-25222106

104 豐原區 豐圳(新)里活動中心 成功路520號 04-25222106

105 豐原區 翁明里活動中心 東仁街125號 04-25222106

106 豐原區 田心里活動中心 市政路1號 04-25222106

107 豐原區 北陽里活動中心 豐東路118巷18號 04-25222106

108 豐原區 大湳里活動中心 圓環北路一段151號 04-25222106

109 豐原區 西湳里活動中心 三豐路2段135巷129弄46號2樓 04-25222106

110 豐原區 豐田(舊)活動中心 田心路2段272巷1號 04-25222106

111 豐原區 豐圳(舊)里活動中心 福德路2-1號 04-25222106

112 豐原區 東湳里活動中心 三豐路2段272巷148弄22號 04-25222106

113 豐原區 南嵩里活動中心 水源路9巷133號 04-25222106

114 豐原區 中興里活動中心 三村路98-1號 04-25222106

115 大里區 內新里活動中心 中新街9號 04-24063979

116 大里區 永隆里活動中心 永隆六街29號 04-24063979

117 大里區 立德里活動中心 甲堤南路10號 04-24063979

118 大里區 國光里活動中心 勝利二路1號 04-24063979

119 大里區 長榮里活動中心 德芳路1段229號3樓 04-24063979

120 太平區 東平、東和、成功里活動中心 中和街32號 04-22794157

121 太平區 太平里活動中心 太平19街7巷1號 04-22794157

122 太平區 中山、豐年里活動中心 大源路10巷40號 04-22794157

123 太平區 新坪、新吉、新城里活動中心 新平路三段394巷1號 04-22794157

124 太平區 光華、光明里活動中心 大興11街177號 04-22794157

125 太平區 頭汴里活動中心 長龍路二段11巷18號 04-22794157

126 太平區 東汴里活動中心 長龍路三段135號 04-22794157

127 太平區 冬瓜山活動中心 光興路1480巷75號 04-22794157

128 太平區 興隆里活動中心 興隆路76號 04-22794157

129 太平區 光隆、永隆里活動中心 光明路36-6號 04-22794157

130 太平區 德隆里活動中心 德興街136巷178號 04-22794157

131 太平區 黃竹里活動中心 竹村路41號 04-22794157

132 太平區 新福里活動中心 振福路300巷1號 04-22794157

133 太平區 建國、建興里活動中心 精美路301巷25號 04-22794157

134 太平區 中平、平安里活動中心 中平九街181號 04-22794157

135 太平區 中興、永平里活動中心 新平路一段175巷29號 04-22794157

136 太平區 新光、新興、新高里活動中心 樹德九街62號 04-2279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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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太平區 長億、永成里活動中心 長億路1-1號 04-22794157

138 太平區 福隆里活動中心 光興路1463巷8號 04-22794157

139 太平區 聖和里活動中心 長龍路二段11巷18號 04-22794157

140 太平區 宜昌里活動中心 十甲路599號 04-22794157

141 太平區 中政里活動中心 太平路466號2樓 04-22794157

142 太平區 新高、新興、新光里活動中心(新) 立文街165號 04-22794157

143 清水區 武鹿秀水里活動中心 橋江南路一段206號 04-26270151

144 大甲區 中山里活動中心 水源路192號 04-26872101

145 大甲區 文武里活動中心 德興路61號 04-26872101

146 大甲區 頂店里活動中心 彈正路37-1號 04-26872101

147 大甲區 文武等五里聯合活動中心 德興路63號 04-26872101

148 大甲區 西岐里活動中心 順帆北路501號 04-26872101

149 大甲區 福德里活動中心 順帆路204-5號 04-26872101

150 大甲區 銅安里活動中心 長壽路79-6號 04-26872101

151 大甲區 龍泉里活動中心 吉祥一街9號 04-26872101

152 大甲區 義和新美聯合里活動中心 經國路21巷9號 04-26872101

153 梧棲區 草湳里活動中心 草湳里自強二街61號 04-26564311

154 烏日區 五光里活動中心 五光路223號 04-23368016

155 烏日區 溪尾里活動中心 慶光路30-5號 04-23368016

156 神岡區 社南里活動中心 社南街185巷10號 04-25620841

157 神岡區 神岡里山皮里聯合活動中心 中正南街80巷8號 04-25620841

158 神岡區 庄前社區活動中心 神林路35號 04-25620841

159 后里區 墩西里活動中心 福音路89號 04-25562116

160 后里區 義德里、義里里聯合活動中心 大山路211號 04-25562116

161 后里區 太平里、聯合里聯合活動中心 四月路72-8號 04-25562116

162 霧峰區 本堂里活動中心 中正路749號 04-23397128

163 霧峰區 萬豐里活動中心 中正路150巷1號 04-23397128

164 霧峰區 桐林里活動中心 民生路761號 04-23397128

165 霧峰區 吉峰里活動中心 峰堤路69號 04-23397128

166 霧峰區 中正里活動中心 中正路945號 04-23397128

167 霧峰區 錦榮、萊園里活動中心 萊園路57巷2號 04-23397128

168 霧峰區 六股里活動中心 六股路51號 04-23397128

169 霧峰區 峰谷里活動中心 峰谷路375號 04-23397128

170 霧峰區 丁台里活動中心 丁台路444號 04-2339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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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霧峰區 南北柳里活動中心 新厝路126號 04-23397128

172 霧峰區 坑口里活動中心 中正路578巷25號 04-23397128

173 霧峰區 舊正里活動中心 光明路116巷54號 04-23397128

174 霧峰區 北勢里活動中心 丁台路571巷7號 04-23397128

175 霧峰區 南勢里活動中心 光明路280之3號 04-23397128

176 霧峰區 甲寅里長青會館暨里活中心 德維街11巷4-1號 04-23397128

177 潭子區 頭家里頭家東里活動中心 和平路16巷38號 04-25331160

178 潭子區 潭陽潭北里聯合里活動中心 福潭路507巷25號 04-25331160

179 龍井區 竹坑里活動中心 竹師路1段164巷2號 04-26352411

180 龍井區 田中里活動中心 龍北路155號 04-26352411

181 外埔區 中山里活動中心 大馬路196號 04-26832216

182 外埔區 永豐里活動中心 六分路90號 04-26832216

183 外埔區 廍子里土城里聯合活動中心 土城路346號 04-26832216

184 石岡區 金星里活動中心 石岡街下坑巷153號 04-25722511

185 大安區 聯合里民活動中心 中山北路1巷67號 04-26713511

186 大安區 頂安集會所 東西二路69巷12號 04-26713511

187 大安區 福安集會所聯合里活動中心 福安路180號 04-26713511

188 新社區 聯合里活動中心 興社街4段57號 04-2581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