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02-8787-8787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92號8樓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02-2723-9777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6樓

臺北巿大安區公所 02-23511711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86號9樓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02-2503-1369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6樓

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02-2341-6721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08號8樓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02-2597-5323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7號4樓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02-2306-4468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120號11樓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02-2936-5522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220號8樓

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02-2783-1343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1段360號8樓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02-2792-5828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4樓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02-2882-6200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39號8樓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02-28912105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4樓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公所 2968-6911 22055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30號

新北市三重區公所 2986-2345 24101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1號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2248-2688 23505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34-2號

新北市永和區公所 2928-2828 23448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00號

新北市新莊區公所 2992-9891 24201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76號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2911-2281 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28號5樓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2273-2000 23671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101號

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2281-1484 24760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95號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2641-1111 22175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8號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 2681-2106 23845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93號

新北市鶯歌區公所 2678-0202 23941新北市鶯歌區仁愛路55號

新北市三峽區公所 2671-1017 23741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7號

新北市淡水區公所 2622-1020 25158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2段375號

新北市瑞芳區公所 2497-2250 22443新北市瑞芳區逢甲路82號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 2291-6051 24801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四段50號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2909-9551 24347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22號

新北市林口區公所 2603-3111 24443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378號

新北市八里區公所 2610-2621 24944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大道18號

新北市深坑區公所 2662-3116 22243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0號

新北市石碇區公所 2663-1080 22342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1段37號

新北市坪林區公所 2665-7251 23241新北市坪林區坪林里坪林街101號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 2636-2111 25241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32號

新北市石門區公所 2638-1721 25343新北市石門區尖鹿里中山路66號

新北市金山區公所 2498-5965 20844新北市金山區金美里中正路11號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 2492-2064 20745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123號

新北市平溪區公所 2495-1510 22641新北市平溪區平溪里平溪街45號

新北市雙溪區公所 2493-1111 22744新北市雙溪區共和里東榮街25號

新北市貢寮區公所 2494-1601 22843新北市貢寮區貢寮里朝陽街54號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2661-6442 23341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五段111號

各鄉（鎮、市、區）公所聯絡電話及地址
臺北市

新北市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03-3348058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03-4271807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80號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03-4572105 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路5號

桃園市八德區公所 03-3683155 桃園市八德區中山路47號

桃園市大溪區公所 03-3882201 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11號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 03-4783683 桃園市楊梅區大模街10號4樓

桃園市蘆竹區公所 03-3520000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50號

桃園市大園區公所 03-3861121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西路12號

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03-3203711 桃園市龜山區中山街26號

桃園市龍潭區公所 03-4803801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690號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03-4773548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265號

桃園市觀音區公所 03-4732121 桃園市觀音區觀新路56號

桃園市復興區公所 03-3821877 桃園市復興區中正路20號

公所別 電話(04) 地址

臺中市中區 22222502 40044臺中市中區成功路300號3樓

臺中市東區 22151988 40149臺中市東區長福路245號

臺中市西區 22245200 40311臺中市西區金山路11號

臺中市南區 22626105 40245臺中市南區工學路72號3樓

臺中市北區 22314031 40465臺中市北區永興街301號

臺中市西屯區 22556333 40755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386號

臺中市南屯區 24752799 40877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679號

臺中市北屯區 24606000 40673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0號

臺中市豐原區 25222106 42082臺中市豐原區市政路2號

臺中市大里區 24063979 41261臺中市大里區大新街36號

臺中市太平區 22794157 41142臺中市太平區中平路144號

臺中市清水區 26270151 43648臺中市清水區鎮政路101號

臺中市沙鹿區 26622101 43352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8號

臺中市大甲區 26872101 43748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

臺中市東勢區 25872106 42352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518號

臺中市梧棲區 26564311 43548臺中市梧棲區中和街66號

臺中市烏日區 23368016 41457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316號

臺中市神岡區 25620841 42955臺中市神岡區神岡路30號

臺中市大肚區 26991105 43242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46號

臺中市大雅區 25663316 42869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301號

臺中市后里區 25562116 42151臺中市后里區公安路84號

臺中市霧峰區 23397128 41343臺中市霧峰區大同路20號

臺中市潭子區 25388699 42743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512號

臺中市龍井區 26352411 43452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7號

臺中市外埔區 26832216 43857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390號

臺中市和平區 25941501 42441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三段156號

臺中市石岡區 25722511 42265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1033號

臺中市大安區 26713511 43951臺中市大安區中山南路356號

臺中市新社區 25811111 42644臺中市新社區興社街二段28之1號

臺中市

桃園市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臺南市新營區 06-6322015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30號

臺南市鹽水區 06-6521038 臺南市鹽水區中山路47號

臺南市白河區 06-6855102 臺南市白河區三民路381號

臺南市柳營區 06-6221247 臺南市柳營區士林里柳營路2段59號

臺南市後壁區 06-6872284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129號

臺南市東山區 06-6802610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里225號

臺南市麻豆區 06-5721131 臺南市麻豆區東角里忠孝路250號

臺南市下營區 06-6892104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1段170號

臺南市六甲區 06-6982001 臺南市六甲區中山路202號

臺南市官田區 06-5791118 臺南市官田區中山路1段132號

臺南市大內區 06-5761001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里1號

臺南市佳里區 06-7222127 臺南市佳里區忠孝路5號

臺南市學甲區 06-7832100 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313號

臺南市西港區 06-7952601 臺南市西港區文化路1號

臺南市七股區 06-7872611 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377號

臺南市將軍區 06-7942104 臺南市將軍區忠興里190號

臺南市北門區 06-7862001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108號

臺南市新化區 06-5905009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130號

臺南市善化區 06-5837226 臺南市善化區建國路190號

臺南市新市區 06-5994711 臺南市新市區中興街12號

臺南市安定區 06-5921116 臺南市安定區安定里59號

臺南市山上區 06-5781801 臺南市山上區南洲里325號

臺南市玉井區 06-5741141 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27號

臺南市楠西區 06-5751615 臺南市楠西區中正路230號

臺南市南化區 06-5771513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230號

臺南市左鎮區 06-5731611 臺南市左鎮區中正里171之4號

臺南市仁德區 06-2706979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里中正路3段5號

臺南市歸仁區 06-2301518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2段2號

臺南市關廟區 06-5950002 臺南市關廟區中正路998號

臺南市龍崎區 06-5941049 臺南市龍崎區崎頂里新市仔103號

臺南市永康區 06-2010308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655號

臺南市東區 06-2680622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100號

臺南市南區 06-2910126 臺南市南區明興路2號

臺南市北區 06-2110711 臺南市北區成功路238巷7號

臺南市中西區 06-2267151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1號

臺南市安南區 06-2567126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308號

臺南市安平區 06-2951915 臺南市安平區育平路316號

臺南市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高雄市鹽埕區 5513316 80341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6號9樓

高雄市鼓山區 5311191 80445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6號2樓

高雄市左營區 5831111 81346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79號4、5樓

高雄市楠梓區 3517121 81166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64號2、3樓

高雄市三民區 3228160 80742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15號4樓5樓

高雄市新興區 2386113 80052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4號4樓

高雄市前金區 2723133 80144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69號3、4樓

高雄市苓雅區 3322351 80251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4、5樓

高雄市前鎮區 8215176 80673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51號2樓

高雄市旗津區 5712500 80544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2號

高雄市小港區 8122260 81244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58號

高雄市鳳山區 7422111 83042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0號

高雄市林園區 6412511 83252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1號

高雄市大寮區 7813041 83152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92號

高雄市大樹區 6512003 84050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路158號

高雄市大社區 3513309 81547 高雄市大社區自強街1號

高雄市仁武區 3727900 81451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80號

高雄市鳥松區 7314191 83341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98號

高雄市岡山區 6214193 82049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43號

高雄市橋頭區 6110246 82543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號

高雄市燕巢區 6161411 82446 高雄市燕巢區中安路1號

高雄市田寮區 6361475 82344高雄市田寮區南安里崗安路71號

高雄市阿蓮區 6311177 82241高雄市阿蓮區阿蓮里民生路94號

高雄市路竹區 6979202 82150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76號

高雄市湖內區 6991221 82946 高雄市湖內區中賢里中正路二段77號

高雄市茄萣區 6900001 85241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四段27號

高雄市永安區 6912716 82842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32號

高雄市彌陀區 6191216 82743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4號

高雄市梓官區 6174111 82641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258號

高雄市旗山區 6616100 84241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99號

高雄市美濃區 6814311 84341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美中路260號

高雄市六龜區 6892100 84441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民治路18號

高雄市甲仙區 6751002 84742高雄市甲仙區和安里中山路50號

高雄市杉林區 6771340 84654高雄市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6號

高雄市內門區 6671211 84552高雄市內門區內門里內門20號

高雄市茂林區 6801045 85141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11號

高雄市桃源區 6861132  84841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北進巷1號

高雄市那瑪夏區 6701001 84941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230號

高雄市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 (03)9325164 260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里中山路二段432號

宜蘭縣羅東鎮 (03)9545102 265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中興路3號

宜蘭縣蘇澳鎮 (03)9973421 270 宜蘭縣蘇澳鎮蘇西里蘇港路215號

宜蘭縣頭城鎮 (03)9779011 261 宜蘭縣頭城鎮城北里6鄰開蘭路1號

宜蘭縣礁溪鄉 (03)9881311 262 宜蘭縣礁溪鄉六結村中山路二段3號

宜蘭縣壯圍鄉 (03)9383012 263 宜蘭縣壯圍鄉美福村壯志路1號

宜蘭縣員山鄉 (03)9231991 264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一段322號

宜蘭縣冬山鄉 (03)9591105 269 宜蘭縣冬山鄉南興村冬山路100號

宜蘭縣五結鄉 (03)9501115 268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村五結路二段343號

宜蘭縣三星鄉 (03)9892018 266 宜蘭縣三星鄉集慶村集義路168號

宜蘭縣大同鄉 (03)9801004 267 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38號

宜蘭縣南澳鄉 (03)9981915 272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381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03-5515919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50號

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03-5966177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88號

新竹縣新埔鎮公所 03-5881311 新竹縣新埔鎮田新路600號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03-5873180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51號

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03-5993911 新竹縣湖口鄉中央街1號

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03-5591116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93號

新竹縣芎林鄉公所 03-5921135 新竹縣芎林鄉文昌街51號

新竹縣橫山鄉公所 03-5932001 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９鄰新興街110號

新竹縣北埔鄉公所 03-5802204 新竹縣北埔鄉中山路20號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 03-5200090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雙園路2段325號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 03-5800116 新竹縣峨眉鄉峨眉村8鄰峨眉街8號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03-5841001 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2鄰70號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03-5851001 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6鄰95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苗栗縣苗栗市公所 037-331910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76號

苗栗縣頭份市公所 037-663038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232號

苗栗縣苑裡鎮公所 037-862100 苗栗縣苑裡鎮信義路1號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037-752104 苗栗縣通霄鎮中正路8號

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037-462101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112號

苗栗縣後龍鎮公所 037-721381 苗栗縣後龍鎮中山路152號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04-25892101 苗栗縣卓蘭鎮中山路127號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037-991111 苗栗縣大湖鄉中正路80號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037-222210 苗栗縣公館鄉館玉泉村14鄰368-10號

苗栗縣銅鑼鄉公所 037-982130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永樂路15號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037-823115 苗栗縣南庄鄉大同路3號

苗栗縣頭屋鄉公所 037-250078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中正街48號

苗栗縣三義鄉公所 037-872801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復興路30號

苗栗縣西湖鄉公所 037-921515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1鄰龍洞5號

苗栗縣造橋鄉公所 037-542255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14鄰老庄3之1號

苗栗縣三灣鄉公所 037-831001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村親民路19號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 037-931301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11鄰130之2號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037-941025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洗水坑69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 04-7222141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74號

彰化縣員林市 04-8347171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三民街18號

彰化縣鹿港鎮 04-7772006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萬壽路222號

彰化縣和美鎮 04-7560620 彰化縣和美鎮仁愛里鹿和路6段337號

彰化縣北斗鎮 04-8884166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公所街2號

彰化縣溪湖鎮 04-8852121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青雅路58號

彰化縣田中鎮 04-8761122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斗中路一段198號

彰化縣二林鎮 04-8969906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四段636號

彰化縣線西鄉 04-7584012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和線路983號

彰化縣伸港鄉 04-7982010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中興路二段201號

彰化縣福興鄉  04-7772066 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彰鹿路7段495號

彰化縣秀水鄉 04-7697024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中山路290號

彰化縣花壇鄉 04-7865921 彰化縣花壇鄉南口村中山路二段182號

彰化縣芬園鄉 04-92522556 彰化縣芬園鄉社口村芬草路2段300號

彰化縣大村鄉 04-8520149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中正西路338號

彰化縣埔鹽鄉 04-8652301 彰化縣埔鹽鄉好修村中正路192號

彰化縣埔心鄉 04-8296249 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員鹿路二段344號

彰化縣永靖鄉 04-8221191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瑚璉路230號

彰化縣社頭鄉 04-8732621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社斗路一段295號

彰化縣二水鄉 04-8790100 彰化縣二水鄉裕民村南通路2段764號

彰化縣田尾鄉 04-8832171 彰化縣田尾鄉饒平村公所路201號

彰化縣埤頭鄉 04-8922117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138號

彰化縣芳苑鄉 04-8983589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斗苑路202號

彰化縣大城鄉 04-8942980 彰化縣大城鄉公館村廟口路10號

彰化縣竹塘鄉 04-8972001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竹林路1段305號

彰化縣溪州鄉 04-8896100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溪下路四段560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南投縣南投市 2222110 南投市龍泉里玉井街5號

南投縣埔里鎮 2984040 埔里鎮北門里中山路2段239號

南投縣草屯鎮 2338161 草屯鎮中山里草鞋墩一街8號

南投縣竹山鎮 2642175 竹山鎮雲林里公所路100號

南投縣集集鎮 2762034 集集鎮玉映里民生路61號

南投縣名間鄉 2732116 名間鄉中正村彰南路40號

南投縣鹿谷鄉 2755720 鹿谷鄉鹿谷村中正路2段73號

南投縣中寮鄉 2692301 中寮鄉永平村永平路270號

南投縣魚池鄉 2895371 魚池鄉魚池村秀水巷33號

南投縣國姓鄉 2721002 國姓鄉石門村國姓路267號

南投縣水里鄉 2772141 水里鄉鉅工村民生路34號

南投縣信義鄉 2791515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7號

南投縣仁愛鄉 2802534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29號

彰化縣

南投縣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 5332000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里府文路38號

雲林縣斗南鎮 5954799 雲林縣斗南鎮文昌路200號

雲林縣虎尾鎮 6322132 雲林縣虎尾鎮行政路6號

雲林縣西螺鎮 5863203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20號

雲林縣土庫鎮 6623211 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10鄰中興路175號

雲林縣北港鎮 7836102 雲林縣北港鎮北辰路1號

雲林縣古坑鄉 5826320 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40號

雲林縣大埤鄉 5912116 雲林縣大埤鄉北和村中山路8號

雲林縣莿桐鄉 5844661 雲林縣莿桐鄉和平路53號

雲林縣林內鄉 5892001 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340號

雲林縣二崙鄉 5982001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村中興路5號

雲林縣崙背鄉 6962945 雲林縣崙背鄉東明村行政街1號

雲林縣麥寮鄉 6932013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路119號

雲林縣東勢鄉 6991524 雲林縣東勢鄉東南村所前街3號

雲林縣褒忠鄉 6972005 雲林縣褒忠鄉中民村中正路451號

雲林縣臺西鄉 6982754 雲林縣臺西鄉中山路293 號

雲林縣元長鄉 7882221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仁愛街2號

雲林縣四湖鄉 7872174 雲林縣四湖鄉湖西村中山西路44號

雲林縣口湖鄉 7892001 雲林縣口湖鄉中正路一段118號

雲林縣水林鄉 7850001 雲林縣水林鄉水林路12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嘉義縣太保市 05-3716137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66號

嘉義縣朴子市 05-3795102 嘉義縣朴子市四維路一段551號

嘉義縣布袋鎮 05-3475979 嘉義縣布袋鎮自由路2號

嘉義縣大林鎮 05-2653211 嘉義縣大林鎮中興路二段239號

嘉義縣民雄鄉 05-2262101 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7號

嘉義縣溪口鄉 05-2695950 嘉義縣溪口鄉溪北村7鄰中山路89號

嘉義縣新港鄉 05-3742104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155號

嘉義縣六腳鄉 05-3801121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73號

嘉義縣東石鄉 05-3732201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村3號

嘉義縣義竹鄉 05-3413512-4 嘉義縣義竹鄉仁里村389號

嘉義縣鹿草鄉 05-3752711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長壽路230號

嘉義縣水上鄉 05-2602034 嘉義縣水上鄉正義路141號

嘉義縣中埔鄉 05-2533321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128號

嘉義縣竹崎鄉 05-2611010 嘉義縣竹崎鄉中山路59號

嘉義縣梅山鄉 05-2622121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282號

嘉義縣番路鄉 05-2591951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菜公店101號

嘉義縣大埔鄉 05-2521310 嘉義縣大埔鄉大埔村54號

嘉義縣阿里山鄉 05-2562547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2鄰69號

雲林縣

嘉義縣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屏東縣屏東市 7516106 屏東縣屏東市台糖街61號

屏東縣潮州鎮 7882371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8號

屏東縣東港鎮 8324131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100號

屏東縣恆春鎮 8898112 屏東縣恆春鎮天文路1號

屏東縣萬丹鄉 7772111 屏東縣萬丹鄉和平西路155號

屏東縣長治鄉 7368215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潭頭路1號

屏東縣麟洛鄉 7222553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158號

屏東縣九如鄉 7392210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二段416號

屏東縣里港鄉 7752114 屏東縣里港鄉永春村中山路104號

屏東縣鹽埔鄉 7932126 屏東縣鹽埔鄉鹽北村勝利路32號

屏東縣高樹鄉 7962610 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329號

屏東縣萬巒鄉 7812460 屏東縣萬巒鄉萬和村中正路36號

屏東縣內埔鄉 7782541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26號

屏東縣竹田鄉 7711550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正路123號

屏東縣新埤鄉 7973800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40號

屏東縣枋寮鄉 8782012 屏東縣枋寮鄉德興路36號

屏東縣新園鄉 8681385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48號

屏東縣崁頂鄉 8631144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中正路230號

屏東縣林邊鄉 8755123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和平路53號

屏東縣南州鄉 8642196 屏東縣南州鄉仁里路11號

屏東縣佳冬鄉 8666468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2號

屏東縣琉球鄉 8612501 屏東縣琉球鄉中福村行政路12號

屏東縣車城鄉 8824385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中山路53號

屏東縣滿州鄉 8801105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43號

屏東縣枋山鄉 8761107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枋山路82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 7991104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100號

屏東縣霧臺鄉 7902234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神山巷73號

屏東縣瑪家鄉 7992009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5號

屏東縣泰武鄉 7832435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69號

屏東縣來義鄉 7850251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94號

屏東縣春日鄉 8782145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322號

屏東縣獅子鄉 8771129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二巷26號

屏東縣牡丹鄉 8831001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26號

屏東縣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花蓮縣花蓮市 03-8322141 花蓮市林森路252號

花蓮縣吉安鄉 03-8523126 吉安鄉吉安路二段116 號

花蓮縣新城鄉 03-8267223 新城鄉光復路570號

花蓮縣秀林鄉 03-8612116 秀林鄉秀林路62 號

花蓮縣壽豐鄉 03-8652131 壽豐鄉壽山路26 號

花蓮縣鳳林鎮 03-8762771 鳳林鎮光華路124 號

花蓮縣萬榮鄉 03-8751321 萬榮鄉萬榮村1鄰19號

花蓮縣光復鄉 03-8702206 光復鄉中華路257 號

花蓮縣瑞穗鄉 03-8872222 瑞穗鄉成功南路19號

花蓮縣玉里鎮 03-8883166 玉里鎮中正路148號

花蓮縣卓溪鄉 03-8883118 卓溪鄉中正70號

花蓮縣富里鄉 03-8831110 富里鄉中山路376 號

花蓮縣豐濱鄉 03-8791350 豐濱鄉光豐路32 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089-330124 臺東市博愛路365號

臺東縣卑南鄉公所 089-381368 臺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和平路111號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089-580136 臺東縣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二段139號

臺東縣延平鄉公所 089-561225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1號

臺東縣關山鎮公所 089-814541 臺東縣關山鎮中山路54號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089-862041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101號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 089-931370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43號

臺東縣東河鄉公所 089-896200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南東河路311號

臺東縣成功鎮公所 089-853226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路176號

臺東縣長濱鄉公所 089-832139 臺東縣長濱鄉長濱村4鄰9號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089-781301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民權路58號

臺東縣金峰鄉公所 089-751144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2鄰665號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 089-790015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政通三街5號

臺東縣達仁鄉公所 089-702249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9鄰復興路14號

臺東縣綠島鄉公所 089-672510 臺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90號

臺東縣蘭嶼鄉公所 089-731661 臺東縣蘭嶼鄉紅頭村31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澎湖縣馬公市 06-9272173 馬公市永福街30號

澎湖縣湖西鄉 06-9921731 湖西鄉湖西村43-11號

澎湖縣白沙鄉 06-9931001 白沙鄉赤崁村366號

澎湖縣西嶼鄉 06-9982611 西嶼鄉池東村72號

澎湖縣望安鄉 06-9991311 望安鄉東安村73-18號

澎湖縣七美鄉 06-9971007 七美鄉中和村55號

臺東縣

澎湖縣

花蓮縣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金門縣金城鎮 (082)32-5057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二號

金門縣金湖鎮 (082)33-2528 金門縣金湖鎮林森路二號

金門縣金寧鄉 (082)32-5610 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１號

金門縣金沙鎮 (082)35-2150 金門縣金沙鎮環島東路1段112號2樓

金門縣烈嶼鄉 (082)36-2500 金門縣烈嶼鄉西路60號

金門縣烏坵鄉 (082)66-6039 金門縣烏坵鄉 大坵村1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0836-22757 馬祖南竿鄉清水村132號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0836-56690 馬祖北竿鄉塘岐村260~1號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0836-22757 馬祖莒光鄉青帆村74-2號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 0836-76308 馬祖東引鄉中柳村121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 24633341 中正區中正路236號5樓

基隆市信義區公所 24282101 信義區信二路179號

基隆市仁愛區公所 24301122 仁愛區光一路28號

基隆市中山區公所 24232181 中山區文化路168號

基隆市安樂區公所 24312118 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64號

基隆市暖暖區公所 24312118 暖暖區東勢街2號

基隆市七堵區公所 24566171 七堵區光明路21號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03-5218231 新竹市民族路40號

新竹市北區區公所 03-5152525 新竹市國華街69號3樓

新竹市香山區公所 03-5307105 新竹市育德街188號3樓

公所別 電話 地址

嘉義市東區 05-2289019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184號四樓

嘉義市西區 05-2840850 嘉義市西區錦州二街28號三樓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基隆市

新竹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