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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即時通，生活没煩惱 

本市29區戶政事務所均設有『新住民

生活適應輔導服務窗口』，專人協助

解說在臺生活適應、戶籍申辦、歸化

國籍及取得身分證等相關疑義，歡迎

洽詢。 

民政局及各區戶政事務所開辦『新住民

生活適應輔導班』，提供各種生活知能

協助課程，讓新住民順利融入我國生活

環境、正確生活觀念、知悉自身權益、

認識瞭解臺灣文化。 

洽詢單位: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TEL:(04)22289111#29612 

◎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TEL:(如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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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學中文，聽說都能通 

教導注音符號及識字 

(每年3、6、9月陸續

開課) 

畢業後取得本國

教育學歷證書 

洽詢單位: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04)22289111#54504 

新住民成人基 
本教育研習班 

國民中小學附設補
習學校正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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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先訓練，工作幫忙找 

勞工局辦理各類失業者

職業訓練班，新住民可

免費參訓並可獲得職業

訓練津貼! 

開班洽詢: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就業安全科
(04)22289111#35615 

透過政府幫忙找工作安全
又可靠，而且全免費~ 
 
就業服務處每月巡迴於不
同地區辦理地區性聯合徵
才活動，不定期辦理單一
廠商徵才活動喔! 

洽詢單位: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04)22289111#36100 

『新住民一定 

要有工作證或身 

分證才能工作』 

是不正確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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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衛教好，育兒健康保 

各區衛生所提供孕前、產前、產後

保健、嬰幼兒保健、生育調節、新

住民產檢補助等保健服務及指導。 

洽詢單位: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衛生保健科
(04)25265394 
本市各區衛生所(如附錄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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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化服務，關懷福利好 

社會局 

新住民社區

服務據點 

 新住民家庭

福利服務中

心 

新住民可向社會局取得社會福利資訊、在臺

生活家庭扶助資源，也可以到在地新住民服

務據點，與姊妹們聊天談心~ 

        
洽詢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TEL:04-22289111#37522 
◎臺中市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TEL:04-24365740  
    地址:北屯區旱溪路三段260號 
◎臺中市山線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TEL:04-25255995 
    地址:豐原區明義街46號 
◎臺中市海線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TEL:04-26801947 
    地址:大甲區水源路169號2樓 
◎臺中市大屯新住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TEL:04-24865363 
    地址:大里區新光路32號 

5 

http://1999.taichung.gov.tw/


法扶好周到，權利得保障 

法律 

諮詢 

由律師擔任法律扶助顧問，為民眾解答疑難問題 

(1)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10樓法律諮

詢處:周一至周五9：00~12：00、14：00~17：00 

(2)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2樓消保官室:周一至周五14：

00~17：00 

(3)各區公所法律扶助服務處，歡迎新住民就近利用。 

 洽詢單位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04)22289111#23610 

本市各區公所(如附錄2) 

及時 

保護 

保護專線:113 

緊急報案專線:110 

家暴 

通報 

提供服務內容：（1）驗傷服務（2）緊急庇護安

置（3）心理重建與輔導（4）轉介就業服務（5）

經濟及生活補助（6）子女免遷戶籍轉學（7）子

女探視會面與交往（8）法律諮詢（9）協助聲請

保護令（10）目睹兒少輔導 

洽詢單位: 
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04)22289111#388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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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考駕照，上路安全好 

一、駕照筆試： 

（一）筆試題庫有中、英、日、越、印、泰、柬、 

            緬等8國文字，語音考題則增加台語、客語，     

            共有10種語言可選擇。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提供24小時網路模擬 

            考及題庫下載服務 

            (網址http://www.thb.gov.tw/監理服務/筆 

              試題庫)。 

二、機車考照免費輔導： 

        採預約制，每班滿5人以上才開班。 

洽詢單位: 
◎臺中區監理所  TEL:04-26912011 
     #200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1段2號 
◎臺中市監理站  TEL:04-22341103 
     #200 臺中市北區北屯路77號 
◎豐原監理站  TEL:04-25274229  
    #200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120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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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借閱快，天涯若比鄰 

臺中市新住民多元圖書室 

• 多國語言書籍、雜誌、童書、繪本之借閱。 

• 多國音樂影片欣賞與借閱。 

• 親子閱讀空間及書籍使用。 

多元文化閱讀專區 

本市各公共圖書館設置「多元文化閱讀專

區」，提供印尼、越南、泰國、日本、韓國

等國籍書籍，只要持借閱證藉由通閱服務可

於各區圖書館借閱。 

洽詢資訊: 
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
260 號2 樓 (04)24372584 

洽詢單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04)22289111#2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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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零問題，婚姻好幸福 

夫妻相處 

親子溝通 

家人關係 

婚前交往 

子女教養 

生活適應 

情緒調適 

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可利用電話、面談及信

函方式服務，協助解決有關性別、婚姻、

親子、家人關係或個人心理困擾的問題~ 

電話諮詢： 
「4128185家庭教育諮詢輔導專線」 
市話直撥：412-8185 
手機直撥：02-412818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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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戶政所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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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區公所一覽表 

區別 公所電話 服務地址 區別 公所電話 服務地址 

中區 04-22222502 
中區成功路300號
3樓 

梧棲區 04-26564311 梧棲區中和街66號 

東區 04-22151988 東區長福路245號 烏日區 04-23368016 烏日區新興路316號 

西區 04-22245200 西區金山路11號 神岡區 04-25620841 神岡區神岡路30號 

南區 04-22626105 
南區工學路72號3
樓 

大肚區 04-26991105 
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46
號 

北區 04-22314031 北區永興街301號 大雅區 04-25663316 
大雅區雅環路2段301
號 

西屯區 04-22556333 
西屯區市政北二
路386號 

后里區 04-25562116 
后里區墩西里公安路
84號 

南屯區 04-24752799 
南屯區永春東路
679號 

霧峰區 04-23397128 
霧峰區本堂里大同路
20號 

北屯區 04-24606000 
北屯區崇德路三
段10號 

潭子區 04-25331160 
潭子區中山路2段239
號 

豐原區 04-25222106 豐原區市政路2號 龍井區 04-26352411 
龍井區沙田路4段247
號 

大里區 04-24063979 
大里區大新街36
號 

外埔區 04-26832216 外埔區六分路390號 

太平區 04-22794157 
太平區中平路144
號 

和平區 04-25941501 
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3
段156號 

清水區 04-26270151 
清水區中社里鎮
政路101號 

石岡區 04-25722511 石岡區豐勢路1033號 

沙鹿區 04-26622101 
沙鹿區北勢里鎮
政路8號 

大安區 04-26713511 
大安區中庄里中山南
路356號 

大甲區 04-26872101 
大甲區民權路52
號 

新社區 04-25811111 
新社區復盛里興社街
二段28之1號 

東勢區 04-25872106 
東勢區北興里豐
勢路5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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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稱 電 話 名 稱 電 話 

市區 

中西區衛生所 04-22223811 西屯區衛生所 04-27027068 

東區衛生所 04-22834121 南屯區衛生所 04-23827640 

南區衛生所 04-22629735 北屯區軍功衛生所 04-22392638 

北區衛生所 04-22359182 北屯區四民衛生所 04-24211945 

山線 

豐原區衛生所 04-25261170 東勢區衛生所 04-25873872 

后里區衛生所 04-25562048 大雅區衛生所 04-25661091 

潭子區衛生所 04-25324643 新社區衛生所 04-25813514 

神岡區衛生所 04-25622792 和平區衛生所 04-25942781 

石岡區衛生所 04-25721887 梨山衛生所 04-25989540 

海線 

大甲區衛生所 04-26872153 梧棲區衛生所 04-26562809 

大肚區衛生所 04-26992111 沙鹿區衛生所 04-26625040 

清水區衛生所 04-26222639 外埔區衛生所 04-26833835 

大安區衛生所 04-26713681 龍井區衛生所 04-26352228 

大屯 

大里區衛生所 04-24061500 霧峰區衛生所 04-23393022 

太平區衛生所 04-23938083 烏日區衛生所 04-23381027 

臺中市各區衛生所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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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就業服務據點 

據點名稱 電話/傳真 地址 服務區域 

市府就業服務台 
TEL：04-
22289111#35650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文心樓1樓 

北    區、西    區、西屯區
北屯區、南屯區 

仁和就業服務台 TEL：04-22808369 
臺中市東區仁和路362-1號(勞
工服務中心) 

東    區、中    區 

大里就業服務台 TEL：04-24852742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兒
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大里區、大平區、霧峰區
烏日區、南    區 

東勢就業服務台 TEL：04-25771761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518號(東
勢區公所) 

東勢區 

大肚就業服務台 TEL：04-26982240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46
號(大肚區公所) 

大肚區、龍井區、沙鹿區
梧棲區 

大甲就業服務台 TEL：04-26801493 
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大
甲區公所) 

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清水區 

臺 中 市 職 涯 
發   展   中   心 

TEL：04-22289111 
#36486~7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豐原就業服務站 
(勞動部委辦) 

TEL：04-25271812 臺中市豐原區社興路37號   

中科就業服務台 TEL：04-25607437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6-1號(科
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工商大樓1樓) 

中部科學園區所屬區域 

潭子就業服務台 TEL：04-25346908 
臺中市潭子區台中加工出口
區建國路1號(加工區管理處大
樓) 

潭子區 

大雅就業服務台 TEL：04-25605892 
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299
號一樓(大雅區公所旁) 

大雅區 

神岡就業服務台 TEL：04-25631565 
臺中市神岡區神圳路2-1號(神
岡區公所第二辦公室) 

神岡區 

后里就業服務台 TEL：04-25584691 
臺中市后里區福音路89號(后
里調解委員會) 

后里區 

石岡就業服務台 TEL：04-25811151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134號2
樓(石岡社會福利館) 

石岡區 

新社就業服務台 TEL：04-25810882 
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興社街
二段28之1號(新社區公所) 

新社區 

和平就業服務台 TEL：04-25943083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
三段156號(和平區公所大廳1
樓) 

和平區 13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電話:04-22289111分機29400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