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栗縣 109年巡迴施打設點期程規畫表

日期 地址時段 備註
設站

鄉鎮區

安排時間 設站地點

星期

109年01月07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卓蘭鎮 鎮公所後方停車場二

109年01月09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苗栗市 建功里社區活動中心(市公所後方)四

109年01月14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銅鑼鄉 銅鑼灣會館二

109年01月16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銅鑼鄉 新隆村天佑宮四

109年01月2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獅潭鄉 新店村社區活動中心二

109年02月1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通霄鎮
烏眉社區活動中心(通霄鎮烏眉里8鄰受天宮旁

)。
二

109年02月13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獅潭鄉 竹木村活動中心四

109年02月14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份市 頭份大潤發五

109年02月18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南庄鄉 鄉公所二

109年02月20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造橋鄉 大西村老人文康中心四

109年02月25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三灣鄉 鄉公所 後方停車場二

109年03月08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南庄鄉 公有零售市場二樓日

109年03月08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份市 中港溪國樂推廣日

109年03月10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三義鄉 廣盛村三義鄉河川加蓋公共廁所旁二

109年03月1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三義鄉 雙湖活動中心三

109年03月12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三義鄉 勝興活動中心 僑成國小旁四

109年03月17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通霄鎮 通霄鎮公所後門二

109年03月19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通霄鎮 白東白西社區聯合活動中心四

109年03月26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後龍鎮 大山里受天宮四

109年03月28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苑裡鎮 中正里活動中心（中正國小對面）六

109年03月29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卓蘭鎮 獅子會館日

109年03月3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三灣鄉 鄉公所 後方停車場二



日期 地址時段 備註
設站

鄉鎮區

安排時間 設站地點

星期

109年04月09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造橋鄉 龍昇村辦公處四

109年04月1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通霄鎮 通霄鎮綜合活動中心 地下室（演藝廳地下室）六

109年04月1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造橋鄉 造橋村造橋社區活動中心六

109年04月14日 下午13:00-下午15:00 苗栗市 苗栗安瀾宮二

109年04月14日 上午09:00-上午09:00 苗栗市 清華里社區活動中心二

109年04月15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苗栗市 玉清宮公園 涼亭三

109年04月16日 下午13:00-上午15:30 苗栗市 西山聖帝廟四

109年04月16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苗栗市 維新里社區活動中心四

109年04月17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苗栗市 恭敬里活動中心五

109年04月17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苗栗市 新英里活動中心五

109年04月21日 上午09:00-上午11:30 竹南鎮 鎮公所大門口左側(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旁)二

109年04月23日 上午09:00-上午11:30 竹南鎮 運動公園李科永圖書館外側機車停車場四

109年04月28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份市 頭份大潤發二

109年04月30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份市 市公所清潔隊旁停車棚四

109年05月05日 上午09:30-上午11:30 苑裡鎮 上館民眾活動中心二

109年05月05日 上午13:00-上午15:30 苑裡鎮 山柑民眾活動中心二

109年05月06日 上午09:30-上午12:00 苑裡鎮 舊社里活動中心三

109年05月07日 上午09:30-上午11:30 苑裡鎮 苑坑社區活動中心四

109年05月07日 上午13:00-上午15:30 苑裡鎮 蕉埔社區活動中心四

109年05月12日 上午09:30-上午11:30 苑裡鎮 房裡社區活動中心二

109年05月12日 上午13:00-上午15:30 苑裡鎮 田心里民眾活動中心二

109年05月13日 上午09:30-上午12:00 泰安鄉 士林村活動中心三

109年05月14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通霄鎮 福龍社區活動中心(通霄鎮福龍里7鄰67-1號)。四



日期 地址時段 備註
設站

鄉鎮區

安排時間 設站地點

星期

109年05月17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後龍鎮 受天宮日

109年05月19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西湖鄉 湖東多功能活動中心二

109年05月2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西湖鄉 三湖農特產品展售活動中心四

109年05月26日 上午09:30-上午12:00 南庄鄉 鄉公所二

109年05月28日 上午09:30-上午12:00 泰安鄉 士林村活動中心四

109年05月30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造橋鄉 造橋社區活動中心六

109年06月02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公館鄉 公館鄉鄉公所二

109年06月04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屋鄉 明德社區活動中心四

109年06月09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泰安鄉 斯瓦細格長老教會二

109年06月1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屋鄉 北坑社區活動中心四

109年06月16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造橋鄉 朝陽村朝陽社區活動中心二

109年06月18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後龍鎮 大山里受天宮四

109年06月23日 上午09:30-上午11:30 卓蘭鎮 景山里長壽俱樂部二

109年06月23日 上午13:00-上午15:30 卓蘭鎮 坪林社區文康中心二

109年06月24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卓蘭鎮 豐田社區活動中心三

109年06月30日 上午09:30-上午11:30 卓蘭鎮 上新社區活動中心二

109年06月30日 上午13:00-上午15:30 卓蘭鎮 東盛社區活動中心二

109年07月02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屋鄉 客家產業交流中心(原象山水廠辦公室)四

109年07月07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通霄鎮 通霄鎮公所後門(通霄鎮通東里中正路8號)二

109年07月09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銅鑼鄉 銅鑼灣會館四

109年07月14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屋鄉 鳴鳳雲洞宮香客大樓二

109年07月16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銅鑼鄉 九湖村武聖廟四

109年07月21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份市 頭份大潤發二



日期 地址時段 備註
設站

鄉鎮區

安排時間 設站地點

星期

109年07月23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頭份市 市公所清潔隊旁停車棚四

109年07月26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竹南鎮 開元里社區活動中心日

109年07月30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苑裡鎮 天慶圖書館前榕樹下四

109年08月02日 上午09:00-上午12:00 竹南鎮 聖福里活動中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