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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外籍配偶
家庭服務中心通訊錄

基隆市
基隆市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482號5樓   (02)2431-4284

臺北市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中心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7樓   (02)2558-0133

新北市
新北市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73號6樓   (02)8985-8509

桃園縣
桃園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桃園市延平路147號2樓   (03)2181128

新竹市
新竹市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新竹市建功一路49巷14號3樓   (03)5722395

新竹縣
新竹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20號   (03)5510627

苗栗縣

苗栗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苗栗市為公路456號3樓   (037)277017

山線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村2鄰民權路15-2號   (037)992825

竹南頭份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一路532號   (037)598098

臺中市

臺中市山線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明義街46號   (04)2515-0905

臺中市海線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中市大甲區水源路169號2樓   (04)2680-1947

臺中市大屯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   (04)2486-5363

臺中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260號   (04)2436-5842

南投縣
南投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南投市南崗二路85號1樓   (049)224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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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段60號4樓   (04)7237885

雲林縣
雲林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

嘉義縣
嘉義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14鄰188-5號   (05)3806995

嘉義市
嘉義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嘉義市西區德安路6號4樓   (05)231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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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新營區-第1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61號3樓   (06)6330327

東區-第2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61號3樓   (06)6330327

六甲區-第3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臺南市六甲區中正路255號   (06)6989789

高雄市

前金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號   (07)2155335 

鳳山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100號   (07)7191450

岡山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南街99號   (07)6232132

旗山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199號   (07)6627984

屏東縣

屏東區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屏東市大連里德豐街106號   (08)7387677

潮州區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292號   (08)7891929

東港區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路201號2樓   (08)8338610

恆春區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58號   (08)8893001

臺東縣
臺東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660號

花蓮縣
花蓮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府後路8號C棟1樓   (03)8246996-7

宜蘭縣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宜蘭站
宜蘭市農權路3段11巷3號   (03)9313116

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羅東站
宜蘭縣羅東鎮天祥路171號3樓   (03)953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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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
澎湖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42號   (06)926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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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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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署
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通訊錄

基隆市服務站
基隆市義一路18號11樓(A棟)

電話：02-24281775 (代表號)

傳真：02-24285251

臺北市服務站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總機：02-23889393 

諮詢專線：02-23899983(代表號共7線)

留學生、役男諮詢專線：02-23883929(1線) 

中午休息時間：12:30-13:30

傳真：02-23310594

新北市服務站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135號(1樓)

電話：02-8228-2090(總機) 

傳真：02-8228-2687,02-8228-2697,02-8228-2658

桃園縣服務站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06號1樓

電話：03-3314830, 03-3310409, 03-3311098, 

         03-3318243, 03-3317197, 03-3318852, 

         03-3314807

傳真：03-3314811

新竹市服務站
30060新竹市中華路3段12號1、2樓

電話：03-5243517(代表號)

傳真：03-5245109

新竹縣服務站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133號1樓

電話：03-5514590, 03-5519905, 03-5519716, 

         03-5514845, 03-5514847

傳真：03-5519452

苗栗縣服務站
360苗栗市中正路1291巷8號

電話：037-322350, 037-327941

傳真：037-321093

臺中市

第一服務站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91號1樓

電話：04-22549981, 04-22542545, 04-22541803, 

         04-22548930

傳真：04-2254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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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第二服務站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280號

電話：04-25261087, 04-25269777, 04-25261052, 

         04-25263974, 04-25267615

傳真：04-25268551

彰化縣服務站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8號

電話：04-8349614, 04-8347640, 04-8343307, 

         04-8344830

傳真：04-8349106

南投縣服務站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87號1樓

電話：049-2200065, 049-2242235, 049-2248584

傳真：049-2247874

雲林縣服務站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38號1樓

電話：05-5345971, 05-5346029, 05-5346039, 

         05-5346048, 05-5346130

傳真：05-5346142

嘉義市服務站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184號2樓

電話：05-2166100

傳真：05-2166106

嘉義縣服務站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二路西段6號1樓

電話：05-3623763

傳真：05-3623763

臺南市

第一服務站

臺南市府前路二段370號

電話：06-2937641, 06-2936210, 06-2936472

傳真：06-2935775

臺南市

第二服務站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3號1樓

電話：06-5817404, 06-5816659, 06-5817042

傳真：06-5818924

高雄市

第一服務站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號1樓、7樓

電話：07-2821400

外國人諮詢專線：07-2213478

移民輔導諮詢專線：07-2810030

傳真：07-2153890（1樓） 07-2821458（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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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第二服務站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15號

電話：07-6212143, 07-6236294, 07-6218074, 

         07-6218804, 07-6211446

傳真：07-6236334

屏東縣服務站
屏東市中山路60號1樓

電話：08-7661885

傳真：08-7662778

宜蘭縣服務站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三段160巷16號4樓

電話：03-9575448,03-9578455,03-9576273 

傳真：03-9574949

花蓮縣服務站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71號5樓

電話：03-8329700, 03-8330007, 03-8332101, 

         03-8332103, 03-8338803, 03-8339903

傳真：03-8339100

臺東縣服務站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59號

電話：089-361631

傳真：089-347103

澎湖縣服務站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1樓

電話：06-9264545

傳真：06-9269469

金門縣服務站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5號2樓

電話：082-323701, 082-323695

傳真：082-323701, 082-323695

連江縣服務站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福澳村135號2樓

電話：0836-23741, 0836-23738, 0836-23908, 

         0836-23736

傳真：0836-2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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