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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406-0001 北屯區公所六樓禮堂 施依萍 04-24606000#6022 0988-204778 北屯區 仁和里 祟德路三段10號 仁和里、仁美里、松強里、松和里、松竹里 350 0

SB406-0003 青少年活動中心 林煜舜 0989-651373 0989-651373 北屯區 平和里 安順東五街13號 平福里、平和里、平陽里、平心里、平德里 200 6

SB406-0005 大德公園管理室 (1、2樓) 李必勝 04-22982321 專線 0932-176955 北屯區 大德里 平德路3號 陳平里、忠平里、新平里、大德里、仁愛里 150 400

SB406-0007 平順里、平心里、平福里活動中心 (3樓) 曾雪瓊 0955-623718 0955-623718 北屯區 平心里 旅順路二段78號三樓 平安里、平順里、平和里、平心里、平福里、平田里 300 0

SB406-0008 舊社公園活動中心 (1、2樓、室外) 蘇振輝 04-22452926 專線 0928-903129 北屯區 舊社里 松竹路2段59巷 舊社里、平興里、松安里、松茂里、松勇里 150 1430

SB406-0009 瀋陽公園管理室 (活動中心1、2樓) 陳昭中 04-22921989 專線 0910-480100 北屯區 水湳里 瀋陽北路21號 仁愛里、平和里、平陽里、水湳里 200 425

SB406-0010 大坑國小1、2樓教室、操場 郭家如 04-22390748#731 0960-429214 北屯區 大坑里 東山路二段112號 東山里、大坑里、民德里 200 425

SB406-0011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禮堂、操場 劉紘睿 04-24361066#736 0908-070655 北屯區 水景里 景賢六路200號 三和里、北興里、水景里 350 420

SB406-0012 中台科技大學羽球館 陳正修 04-22391647#8352 0931-561552 北屯區 廍子里 廍子路666號 廍子里、民政里、東山里、和平里、水景里 150 0

SB406-0013 后庄社區活動中心 陳榮欽 04-24252398 北屯區 后庄里 庄內巷11-1號 忠平里、后庄里、陳平里、同榮里、新平里 80 0

SB406-0014 軍功里活動中心 張    協 04-24363587 北屯區 軍功里 軍功街123號 軍功里、和平里、水景里 100 17

SB406-0015 四民里仁和里仁美里同榮里聯合活動中心室內、室外林國田 04-24226353 北屯區 仁和里 豐樂一街78號 四民里、仁和里、仁美里、同榮里 150 1100

SB406-0016 四張犁國民中學 (活動中心、操場) 許瑞達 04-24210380#731 0937-255108 北屯區 同榮里 后庄路699號 后庄里、仁和里、四民里、仁美里、同榮里 398 512

SB406-0017 北新國民中學 (活動中心) 許人霽 04-22449374 0933-656043 北屯區 舊社里 柳陽東街180號 松勇里、松茂里、松安里、平興里、東光里、舊社里 0 1000

SB406-0018 大德國民中學 (操場) 陳建富 04-22916984#730 0921-366763 北屯區 大德里 雷中街2-23號 陳平里、忠平里、仁愛里、仁和里、大德里 0 825

SB406-0019 祟德國民中學 (祟德館、操場) 徐國勝 事務組長 04-22454081#781 0919-687103 北屯區 平陽里 祟德路二段227號 平和里、平福里、平心里、松竹里、平陽里 426 1140

SB406-0020 東光國民小學 (活動中心、操場) 張瓊文 04-24377215#730 0932-960928 北屯區 東光里 東光路926號 平心里、平田里、三光里、三和里、東光里 318 1313

SB406-0021 四維國民小學 (活動中心) 高誌忠 04-22302319#730 0935-851104 北屯區 平昌里 文心路四段956號 平田里、平心里、東光里、三光里、平昌里 304 0

SB406-0022 僑孝國民小學 (活動中心) 葉銘軒 04-22447049#731 0939-509305 北屯區 舊社里 北屯路435號 松勇里、松茂里、平興里、東光里、舊社里 496 0

SB406-0023 逢甲國民小學 (操場、校舍頂樓) 周宗漢 04-22390047#730 0931-840480 北屯區 民政里 北坑巷60號 東山里、廍子里、民政里 383 100

SB406-0024 文昌國民小學 (活動中心-弘文堂、操場) 江史雯 04-22361953#731 0919-033918 北屯區 平昌里 昌平路一段91號 北屯里、三光里、平田里、平安里、平昌里 297 1125

SB406-0025 陳平國民小學 (地下活動中心) 林坤雁 04-22973558#731 0939-142293 北屯區 忠平里 陳平路58號 后庄里、陳平里、大德里、仁和里、忠平里 443 0

SB406-0026 松竹國民小學 (活動中心) 林千惠 04-22447043#731 0972-372568 北屯區 松和里 昌平路二段12號 松強里、松和里、松竹里、平福里 236 407

SB406-0027 建功國民小學 (地下室停車場) 陳瑞雪 04-24367042#731 0919-092715 北屯區 軍功里 軍和街43號 和平里、舊社里、水景里、軍功里 575 0

SB406-0028 仁愛國民小學 (操場) 陳冠旭 04-22923861#731 0921-393728 北屯區 仁愛里 四平路71號 大德里、仁和里、水湳里、仁愛里 0 1000

SB406-0029 新興國民小學 (禮堂、操場) 江鴻昇 04-24258514#730 0930-990553 北屯區 同榮里 新興路20號 新平里、后庄里、仁和里、同榮里 178 595

SB406-0030 仁美國民小學 (地下室、活動中心、操場) 周苡光 04-24211136#731 0958-057985 北屯區 仁美里 祟德路三段568號 松強里、四民里、仁和里、仁美里 1050 1371

SB406-0031 四張犁國民小學 (操場) 林水源 04-24227046#731 0939-594163 北屯區 仁和里 后庄路910號 同榮里、四民里、后庄里、忠平里、仁和里 0 1209

SB406-0032 軍功國民小學 (禮堂、操場) 許建仁 04-24370696#731 0937-206187 北屯區 和平里 軍福十三路300號 軍功里、水景里、廍子里、和平里 198 1500

SB406-0033 北屯國民小學 (禮堂、操場) 吳東洋 04-22332110#734 0930-190030 北屯區 北京里 進化北路2號 平昌里、北屯里、三光里、北興里、北京里 1000 1250

SB406-0034 文心國民小學 (禮堂、操場) 張銘峰 04-22445906#732 0988-002562 北屯區 平和里 文心路四段575號 平德里、平陽里、平心里、平安里、平和里 150 800

SB406-0035 臺中市立三光國民中學 (禮堂、操場) 呂志成 04-22313699#730 0960-700101 北屯區 三光里 三光一街77號 三光里、北興里、北京里 23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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