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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類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簽證查詢專線 
（02）2343-2885 

臺北市濟南路 1段 2之 2號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高雄辦事處 

簽證查詢專線 
（07）211-0605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36號 2樓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02）2516-6626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65號 3樓 
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02）8752-6170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50號 6樓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02）2581-1979 臺北市松江路 168號 12樓 
菲律賓駐臺辦事處 （02）2508-1719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76號 11樓 

居留、定居類 

內政部移民署 （02）2388-9393 臺北市廣州街 15號 

臺南市第二服務站 
諮詢專線 
（06）581-7404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 353 號 1 樓 

臺南市專勤隊 
諮詢專線 
（06）581-3019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 353號 2樓 

警政類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諮詢專線 
（06）635-4531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3號 

戶政及民政類 

內政部戶政司 （02）2356-5087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 6樓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科 （06）6352-500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社政類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24 小時服務及緊
急協助專線 

 113 
 0800-024995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12樓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06）635-1210 臺南市新營區府西路 36號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家暴中心 （06）637-0074 臺南市新營區府西路 36號 

法務類 

臺南地方法院 （06）295-6566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 308號 
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06）295-9731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 310號 

衛生醫療類 

中央健康保險署 （02）2706-586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3段 140號 
國內免費諮詢電話   0800-030-598  
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分局 （06）224-5678 臺南市公園路 96號 
臺南市衛生局 （06）635-2633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臺南市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 
 聯絡人：劉小姐 

（06）6357716轉 125 
 傳真：6357716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號 

成大醫院（遺傳諮詢中心） （06）235-3535 臺南市勝利路 138號 
教育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06）632-2231 
  轉 1251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06）6591068 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 118號 
勞工類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勞作業組 （02）8590-2322 臺北市延平北路 2段 83號 
勞動力發展署電話服務中心（外配及
陸配工作證諮詢） 

（02）8590-2310 臺北市延平北路 2段 83號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06）637-3463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臺南職業訓練
中心 

（06）698-5945 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 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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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營就業服務站 （06）632-8700 新營區中正路 102之 3號 
新化就業服務臺 （06）580-1241 新化區中山路 130號（公所內） 
南科就業服務臺 （06）505-1411 新市區南科三路 22號 B1（2號樓梯旁） 
山上就業服務臺 （06）578-4485 山上區南洲里 325號（老人活動中心） 
善化就業服務臺 （06）583-4670 善化區建國路 190號（公所 1樓） 
安定就業服務臺 （06）597-5508 安定區安定里 59號 
楠西就業服務臺 （06）575-2114 楠西區楠西里中正路 230號 
大內就業服務臺 （06）576-4462 大內區大內里 1號（公所內） 
南化就業服務臺 （06）577-3179 南化區南化里 230號 
玉井就業服務臺 （06）574-4680 玉井區中正路 7號（玉井圖書館內） 
永康就業服務站 （06）203-8560 永康區中山北路 147號 
歸仁就業服務臺 （06）330-0948 歸仁區中山路一段 568之 1號（歸仁美學館） 
佳里就業服務臺 （06）723-6701 佳里區中山路 417號（地政 1樓） 
麻豆就業服務臺 （06）571-5146 麻豆區東角里忠孝路 250號（公所內） 
白河就業服務臺 （06）685-1107 白河區永安里三民路 381號（公所內） 
鹽水就業服務臺 （06）652-9148 鹽水區治水路 254之 1號（老人文康中心） 
學甲就業服務臺 （06）782-4803 學甲區華宗路 313號（公所內） 
東山就業服務臺 （06）680-1714 東山區東山里 225之 1號（公所內） 
柳營就業服務臺 （06）622-3160 柳營區柳營路二段 59號（公所內） 
六甲就業服務臺 （06）698-8411 六甲區中山路 202號（公所內） 

官田就業服務臺 
（06）699-0302 
（06）699-0370 

官田區工業路 21號 1樓（官田工業區服務中
心一樓） 

新市就業服務臺 （06）589-2322 新市區新市里中興街 12號（公所 3樓） 
下營就業服務臺 （06）689-0472 下營區中山路一段 170號（公所內） 

交通監理類 

麻豆監理站 （06）5723181 臺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 551號 
臺南監理站 （06）269-6678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 1號 

生活適應諮詢類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06）632-2231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財團法人聖女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
會 

(06)633-0327 
(06)299-2562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 61號 3號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 2段 315號 7樓 

臺南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06)279-8072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687巷 5號 
大陸文書驗證類 

海峽交流基金會高雄分處  （07）213-5245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36號 4樓 
民間團體 

社團法人臺南市牧德關懷協會 （06）698-9789 臺南市六甲區中正路 255號 

玉井區玉田社區發展協會 （06）574-7041 臺南市玉井區民權路 134號 3樓 

大內區曲溪社區發展協會 （06）576-3874 臺南市大內區曲溪村 93號 

臺南市生態旅遊發展協會 （06）786-4938 臺南市北門區永華里井仔腳 43之 16號 

臺南市合作運動推展協會 （06）783-5138 臺南市學甲區中正路 153號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06）635-4330 臺南市新營區新進路二段 161號 

社團法人臺灣愛延續協會 （06）572-6227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南勢 35之 32號 

臺南市佳田社區發展協會 （06）688-1826 臺南市後壁區嘉田里 126之 31號 

社團法人臺南市社會關懷協會 （06）795-7555 臺南市西港區營西里 530號 

臺南市博愛關懷社區協會 （06）689-9697 臺南市下營區新北街 2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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