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年「333健康無菸享瘦站」據點名單
窗口聯繫人

聯絡電話

報名地點

運動場所

運動時間

桃園區 三民里辦公處

康進旺

03-3330301

中山東路128號

三民里活動中心

每週二、四上午9:00-9:30

桃園區 忠義里健走班

陳永杉

03-3392159

桃園區三元街77號

桃園區三元街77號

每月一次週日上午7:30-8:30或9:00

3

桃園區 大檜溪社區發展協會

謝縉霟

03-3464042

興一街65巷50號2樓

大檜溪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每週一至五上午6:00-8:00

4

桃園區 同德土風舞班

鄭中邕

03-3021077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北路500號

桃園區永安北路500號

每週一晚上19:30-21:00

5

桃園區 同德社區發展協會

鄭中邕

03-3021077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北路500號

桃園區永安北路500號

每週四晚上19:30-21:00

6

桃園區 西埔社區發展協會

陳正義

03-3013835 0931-137798

永安路1468巷90弄146號

富國路681巷2弄2號

每週三上午9:00-11:00

7

桃園區 新埔社區發展協會

郭雅綾

0961-000953 03-3573455

南通路21巷1弄1號

新埔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

每週一至五上午6:00-7:00

8

桃園區 龍岡社區發展協會

吳振芳

0983-619441 03-3792560

國豐二街6號

龍岡公園

每週二、四上午10:00-11:00、
週五下午14:00-16:00

9

桃園區 護國宮

蔣仲芬

03-3677405

護國宮

10 桃園區 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

如誠法師

0987-486842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20號9樓

11 桃園區 桃園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蘇美玲、簡淑玲

12 桃園區 小檜溪社區發展協會

簡瑞鏞、許廟貞

13 桃園區 汴洲里活動中心

彭兆寶

03-3337584
桃園市桃園區公園路129號
0911-945113簡0910-063228
桃園市桃園區鎮撫街41號
許
0933-008778
峨嵋二街26號

14 桃園區 汴州健走隊

陳靜霈

0925-014187

編號 地區
1
2

據點名稱

桃園區國際路一段401巷123號廣
場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20號10樓

每週一、五上午9:30-10:00
每週四上午9:00-9:40

桃園市桃園區公園路129號

週一至週日上午8:30-9:00

桃園市桃園區鎮撫街41號

每週一、三、五上午9:30-11:00

汴洲里活動中心

每週一至五上午9:00-9:30

峨嵋二街26號

汴洲里活動中心

每週六下午15:00-16:00
藝文：每週一、三、五晚上20:0021:15、 春日：每週一、四、五晚上
每週四19:00-21:00

15 桃園區 愛樂活排舞社

林美月

0987-000900

桃園市桃園區至善街133號

桃園藝文中心廣場、
春日里活動中心

16 桃園區 綺麗運動協會

陳意媗

0961-000686

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011號

陽明公園管理中心二樓

17 桃園區 永康土風舞隊

蔡桂花

0933-953728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路369號

桃園市永康公園(中正五街315號) 週一至週日上午7:30-9:00

18 中壢區 新振社區發展協會

郭蓮金理事長

4682221
0912552826

中壢區執信一街71號

土地公廟

19 中壢區 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呂金吉

0936626033

中壢區龍岡路三段37巷90號

龍興里集會所

20 中壢區 南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簡淑玲

0938305539

中壢區林森路90號

南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有氧/每週二、四14:00-16:00

21 中壢區 中壢區立信社區發展協會

戴錦珠

4516252
0938338686

中壢區富林街110號1樓

中壢區富林街110號1樓

不定時活動

22 中壢區 福德里社區關懷據點

華芳芳

4660015

中壢區福德里成功路79巷54號

福德里辦公處

不定時活動

23 中壢區 仁和里社區發展協會

陳長來

0933255100

中壢區仁德四街98號

德和活動中心

每週四上午9:00-12:00

24 中壢區 桃園市松齡會

曾永紀總幹事

0923310192

中壢區元化路182-2號

中壢區元化路182-2號

舞蹈班/每週一至週五8:00-11:00

25 中壢區 桃園市宣愛社區關懷協會

楊興榮牧師

4513837

中壢區興平路45號1樓

中壢區興平路45號1樓

26 中壢區 永福社區發展協會

黃寶貞理事長

0935258767

中壢區永福里南園二路90號

中壢區永福里南園二路90號

不定時活動
健身操/每週三、五08:00-12:00
瑜珈/每週五19:30-21:00

韻律活動/每週一至週五19:00-20:00
健康操/每週一、週三07:30-10:30
瑜珈/每週一19:30-21:30
拉筋功/每週二、四09:00-10:00

27 中壢區 桃園市崇德常青會

呂明美理事長 陳寶珠

4630683
0937116683

28 中壢區 桃園市松鶴會

謝美蓉總幹事
呂理談理事長 陳益
卿

30 中壢區 中山里辦公處

中壢區文成北街20-1號

中壢區文成北街20-1號

不定時活動

0932280267
4981463
0932370516

中壢區元化路182-2號

中壢區元化路182-2號

不定時活動

中壢區山東路1010號

山東里活動中心

韻律活動/每週一至週五09:30-11:30

王寧政里長

4632760

中壢區榮民路396號

夢幻公園

有氧/週四19:30-20:30
元極舞/週一至週六6:00-7:00

31 中壢區 過嶺社區發展協會

張桂珠理事長

0928633626

中壢區雙福路9號

過嶺里集會所

五行健康操/每週三、五09:00-11:00

32 中壢區 社團法人桃園市愛鄰舍協會

林麗珍督導

4266770

中壢區復興路161號3樓

中壢區復興路161號3樓

健康班/每週一至週四9:00-10:00

0933777946

桃園市八德區瑞泰里15鄰介壽路二段 桃園市八德區瑞泰里15鄰介壽路
446號
二段446號

65歲老人律動操/週五早上10:30-12:00
有氧健康操/週五上午10:00-11:00

29 中壢區 中壢區山東社區發展協會

33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瑞泰社區發展協會 褚明賢里長
34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廣興社區發展協會

吳在能理事長
邱總幹事

3756709
0936209914

桃園市八德區廣興路643號

35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老人會

余郁萍

3661667 0913020961

桃園市八德區福國北街220號

36 八德區 桃園市陽光活化人生發展協會

蘇溱宥里長
聯絡人

37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大勇里辦公處

吳燕琴 小姐

0933106958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街425號

大勇國小操場

元極舞/週一至週六早上5:30-6:30

38 八德區 陸光里社區照護照顧據點

何金鳳里長 葉金贅
小姐(承辦人)

3740964 0987328042

桃園市八德區陸光街50巷1號

桃園市八德區陸光街50巷1號

土風舞/週一、週四上午9:15-10:30

39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榮光服務協會

王國棟 理事長

0938300288

桃園市八德區松柏林巷7號

劉華嬌 3663110 0920715262
桃園市八德區廣隆街137巷19號之一
(0918217680劉小姐承辦人)

40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大興社區發展協會 蔡明月

3614613

41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瑞發服務協會

0938300288

王國棟 理事長

3685562
0927581675
3702472
0937800813

桃園市八德區廣興路643號

桃園市八德區福國北街220號最近 外丹功、健康操/週一至週六早上7:008:30
整修改(廣豐新天地廣場)
桃園市八德區廣隆街137巷19號之
健康操/週一、三、五晚上7:30-8:00
一

桃園市八德區松柏林巷7號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361巷96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361巷96號
號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946巷2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946巷2號
號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233巷46-1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233巷
號
46-1號

長者律動體適能/週二上午8:00-11:00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572巷19號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572巷19號

排舞/週二、週四晚上7:30-9:00

健康操/週一、二晚上7:000-8:30
長者律動體適能/週五上午8:00-12:00
健康操/週一、三、五晚上7:00-9:00
健康操/週二、四 上午8:00-9:00

42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瑞祥里辦公處

張是華 里長

43 八德區 愛心關懷發展協會

簡妤如

44 大園區 大園區竹圍社區發展協會

徐德耀

3937570

大園區竹圍里8鄰90-6號

大園區竹圍社區發展協會

每週二、三、四 9:00-10:00

45 大園區 大園區內海社區發展協會

吳麗敏

3843431

大園區內海里2鄰19號

大園區內海社區發展協會

每週五 10:00-11;00

46 大園區 大園區圳頭社區發展協會

卓榮騰

0932371053

大園區圳頭里9鄰濱海路2段432號

大園區圳頭社區發展協會

每週一 10:00-11;00

47 大園區 大園區三石社區發展協會

雷祖熙

03-3831028

大園區三石里三和路5號

大園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每週一至周五 11:00-12:00

48 大園區 大園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蔡梅芳

3859463

每週三、周六9:00~9:30

49 大園區 大園區北港社區發展協會

許良謀

0933145579

50 大園區 大園區海口社區發展協會

蘇焜郎

0911967868

大園區和平里平南路77巷9號
大園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里9鄰潮音二路226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社區發展協會
號
大園區海口里4鄰漁港路15號
大園區海口社區發展協會

51 大園區 大園區菓林社區發展協會

陳漢鱗

0933952288

大園區菓林里27鄰崁下69-32號

大園區菓林社區發展協會

每週三 10:30-11:30

52 大溪區 福康舞

田總幹事

0912820062

僑愛社區活動中心

僑愛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一到五 07:00-08:00

53 大溪區 婦女排舞

田總幹事

0912820062

僑愛社區活動中心

僑愛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一到五 19:00-20:00

54 大溪區 健康操

黃里長

3801672

仁義里辦公室

仁義里辦公室

每週二 15:00-16:00

每週四 9:30-10:30
每週三、五 10:00~10:30

55 大溪區 花鼓隊

廖春景小姐

3873089

月眉活動中心

月眉活動中心

每週三 19:00-21:00

56 大溪區 十八式氣功

騰江素蘭

3893821

永昌宮廣場

永昌宮廣場

每日 5:00-6:10 (初一、十五休息)

57 大溪區 俏夕陽韻動班

藍小姐

3895688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1樓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1樓

每週四 10:00-11:30

58 大溪區 排舞研習班

藍小姐

3895688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永昌宮廣場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永昌宮廣場

每週四、週五 19:00-21:00 (106/4/1開班)

59 大溪區 瑜珈班

藍小姐

3895688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2樓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2樓

每週三 19:00-20:30

60 大溪區 柔力球

王小姐

0920527983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二 09:30-11:30

61 平鎮區 平鎮守望相助推廣會

陳秀蓉
陳金容 (新平興里
長)

4930607

平鎮區新德街9號

平鎮區新德街9號

週三上午9:00

0916395623

平鎮區廣泰路85號

平鎮區廣泰路85號

週五上午10:00

平鎮區北貴里16鄰大仁街46號

平鎮區北貴里16鄰大仁街46號(獅
每週二上午9:00-10:30
子林活動中心)

4932246
4934327
0903050858

平鎮區復旦路二段23巷8號

平鎮區復旦路二段23巷8號

週一~周五 08:00 ~ 12:00

平鎮區廣仁里廣南路151號

廣仁里集會所

週一至五上午9:00-9:30

4643456 0925297295

平鎮區中興路平鎮段229號

平鎮區中興路平鎮段229號

週三上午9:30~12:00
週五上午9:30~12:00

平鎮區高雙路80號

平鎮區高雙路80號

週四上午10:00

平鎮區振興西路112-1號

平鎮區振興西路112-1號(三崇宮)

週五上午10:00

平鎮區平東路688號

平鎮區平東路688號

週三上午10:00

62 平鎮區 平興社區發展協會
63 平鎮區 獅子林社區發展協會

張寶珠總幹事

64 平鎮區

張玉燕

義民社區發展協會

4280811
0963686521

65 平鎮區 廣仁里辦公處

黃秀滿

66 平鎮區 桃園市安平鎮庄文化協會

黃志杰

67 平鎮區 高連社區發展協會

劉興浮

68 平鎮區 新榮里辦公處

鄧秀真里長

69 平鎮區 建安社區發展協會

劉邦有

0921605332
0932103376
4953456
4501211

70 平鎮區 北勢社區發展協會

呂淑貞

4574133

平鎮區振平街153號

平鎮區振平街153號

週五上午9:00 ~ 11:30

71 平鎮區 義興里集會所

詹瑞梅(2018新上任
里長)

4949243 0931297916

平鎮區義興街80號

義興里集會所

週一~周五08:30 ~ 12:00

72 新屋區 東明社區發展協會

陳木蓮

新屋區東明里8鄰20-13號

東明活動中心

不定時

73 新屋區 頭洲社區發展協會

吳瑞珠

新屋區頭洲里中山東路668巷24號

頭洲活動中心

每週三及週日09:00-10:00

74 新屋區 新屋區公所

彭碧珠

4774500
0932121810
4906688
4772111#234

新屋區新屋里中山路265號

新屋區公所三樓會議室

每週一08:30-09:00

75 新屋區 新屋國中

鄭秋蓮

4772029#311

新屋區新屋里中興路111號

新屋國中操場

每週一08:00-08:30

76 新屋區 新屋區

黃寶珠

4772190

新屋區新屋里中山路277號

新屋國中操場

每日上午05:30-06:30

77 新屋區 石磊社區發展協會

沈鄧秀梅

0919976131 4771835

新屋區石磊里12鄰水流18-5號

石磊活動中心

每週六 10:00-11:00

78 新屋區 大坡社區發展協會

賴玉連

0937122880
4766472

新屋區大坡里5鄰5號

大坡國小

每週一至五05:00-06:00

79 楊梅區 員本社區關懷據點

黃美華理事長

0928191410

80 楊梅區 瑞原社區關懷據點

葉國桂理事長

0921093169

81 楊梅區 上湖社區關懷據點

陳星燕理事長

0953601169

326 桃園市楊梅區員本里2鄰員本路
532之1號
326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里民豐路506之
1號
326 桃園市楊梅區上湖里楊湖路三段
679之1號

大合社區關懷據點

張原嘉理事長

0932103738

326 桃園市楊梅區員本里2鄰員本
路532之1號
326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里民豐路
506之1號
326 桃園市楊梅區上湖里楊湖路三
段679之1號
326 桃園市楊梅區大同里自立街2
號

82 楊梅區

(里長)

326 桃園市楊梅區大同里自立街2號

每週五上午09:00-10:00
每週三上午08:30- 09:30
每週五上午10:00-11:00
每週三上午10:00-11:00

83 楊梅區

楊梅社區關懷據點

鄭淑芳主任

0933081916

326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5號

326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5號

每週二上午09:00-10:00

84 楊梅區

瑞塘社區關懷據點

鄭淑芳主任

0933081916

326 桃園市楊梅區萬福街120號

326 桃園市楊梅區萬福街120號

每週三上午09:00-10:00

85 楊梅區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朱珮怡

4786121#8759

廠區內

廠區內

每週三下午16:00-17:00

86 楊梅區 中華汽車據點

蔡慧蘭

4783191#2117

廠區內

廠區內

依各運動社團時間

87 楊梅區 永豐餘據點

徐慧如

4902631#666

廠區內

廠區內

依各運動社團時間

88 楊梅區 萬洲化學據點

林岱誼

4723111#3858

廠區內

廠區內

依各運動社團時間

89 楊梅區 江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京諭

4783121#221

廠區內

廠區內

依各運動社團時間

90 楊梅區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彭真梅

4905265#203

廠區內

廠區內

週三上午07:40-08:00

91 龍潭區 八德里社區發展協會

徐春淼

0928212638

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398之1號

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398之1號

每週三10:00-11:00

92 龍潭區 高原里社區關懷據點

黃玉琴

4717452

龍潭區高原里中原路3段135號

龍潭區高原里中原路3段135號

每週一至五10:00-11:00

龍潭區三和里10鄰21號

龍潭區三和里10鄰21號

每週三10:00-11:00

龍潭區凌雲里干城路19巷28號

龍潭區凌雲里干城路19巷28號

每週五10:00-11:00

龍潭區華南路3號

龍潭區華南路3號

每週一至五07:30-9:00
每週三、週六09:00-10:00

93 龍潭區 三和社區活動中心

李麗珍

94 龍潭區 凌雲社區關懷據點

陳意如

95 龍潭區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黃玉春

47989950
0911239159
4994828
0937801205
4809717
0936158225

96 龍潭區 三林社區發展協會

李錦嬌

4705872

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239巷46號2樓

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239巷46號2
樓

97 龍潭區 高平社區發展協會

陳素娟

4116680
0963074615

龍潭區高平里龍源路11號

龍潭區高平里龍源路11號

每週一、三、五
09:00-10:00

98 龍潭區 百年里社區關懷據點

張銘純

4809900

龍潭區百年二街15巷21號地下室

龍潭區百年大鎮中庭

每周三9:00-10:00

99 龍潭區 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呂菊春

4707216

龍潭區武漢路98號

龍潭區武漢路98號

每週一至五10:30-11:00

100 龜山區 山頂健康操

連碧鸞

0936218186

明興街244巷前廣場街

明興街244巷前廣場街

週一到週六晚上8:00-9:00

101 龜山區 大同土風舞

施昭玲理事長

3200962

明德路162巷100號前廣場

明德路162巷100號前廣場

週一到週六上午6:20-7:00

102 龜山區 公西社區發展協會健康操

陳銀河里長

0953372855

公西活動中心

復興街250巷1-1號

週一到週六上午7:30-8:30

103 龜山區 嶺頂土風舞

歐陽麗雲園長

0937107472

嶺頂活動中心

萬壽路二段6巷61號

週一晚上19:30-21:00
週一到週六上午5:30-7:00

104 龜山區 中華外丹功運動協會

蔡教練

0958026826

夏天山頂國小.冬天山德里活動中心

山頂國小:龜山區頂興路2號
山德里活動中心:山德里頂興路2
巷14號

105 龜山區 中華外丹功運動協會

蔡教練

0958026826

中興里集會所

中興里壽山路2巷11-1號

週一到週六上午5:30-7:00

106 龜山區 龜山區烏龜公園健康操

鄭教練

0952703621

龜山區烏龜公園

自強北路19-21號

週一到週六上午6:00-7:00

107 龜山區 公西社區發展協會外丹功

陳銀河里長

0953372855

公西活動中心

復興街250巷1-1號

週一到週六上午5:30-6:30

108 龜山區 公西里辦公處土風舞

褚寶猜里長太太

0953372857

公西活動中心

復興街250巷1-1號

每週五下午2:00-4:00

109 龜山區 新嶺土風舞

歐陽麗雲園長

0937107472

新嶺里寶石街土地公廟

新嶺里寶石街土地公廟

週二週三晚上19:30-21:00

110 蘆竹區 營盤老人健康操

李月嬌

0937962460

蘆竹區營盤里中山路108巷21號

營盤里活動中心

週一、四早上9:00-10:00

111 蘆竹區 營盤社交舞

李月嬌

0937962460

蘆竹區仁愛路二段20號3樓

營盤里活動中心

週三、五晚上7:30-9:30

大竹活動中心

週一、四晚上7:30-9:30

112 蘆竹區 大竹土風舞

彭寶珠

0916806298

蘆竹區大竹里南竹路五段210巷1弄1
號2樓

113 蘆竹區 新興土風舞班

王美霞

0921618953

蘆竹區新興里3鄰91號2樓

新興活動中心

週一、三晚上7:30-9:00

114 蘆竹區 南崁教會運動班

蘇麗娟

3226082

蘆竹區新南路一段14巷13號

南崁教會1樓

週二、三、四早上8:30-9:30

115 蘆竹區 上竹土風舞班

鄭芬華

0933312903

蘆竹區上竹里博愛街22號2樓

上竹里活動中心

週二、四早上7:30-9:30

116 蘆竹區 上竹土氣功班

鄭芬華

0933312903

蘆竹區上竹里博愛街22號2樓

上竹里活動中心

每日早上5:00-6:00

117 蘆竹區 上興土風舞班

鄭芬華

0933312903

蘆竹區上興路188號

上興里守望相助隊

週二、三晚上7:00-9:00

118 蘆竹區 山腳健康操

邱鳳英

0921168776

蘆竹區山腳里南山路三段357巷10號

山腳里活動中心

週二、三、五晚上7:30-8:30

119 蘆竹區 五福健康操

黃淑芬

0918218827

蘆竹區五福里福祿五街18號4樓

五福里集會所

週一、二、三、五早上8:30-10:00

120 蘆竹區 五福晨操隊

黃淑芬

0918218827

蘆竹區五福一路255號

蘆竹區立圖書館前廣場

週一至六早上5:30-6:30

121 蘆竹區 五福健康操

黃淑芬

0918218827

蘆竹區五福里福祿五街18號4樓

五福里集會所

週一、二、三、五早上8:30-10:00

122 蘆竹區 五福晨操隊

黃淑芬

0918218827

蘆竹區五福一路255號

蘆竹區立圖書館前廣場

週一至六早上5:30-6:30

123 觀音區 觀音區舞蹈協會

劉灼櫻

0972151080

觀音區崙坪里崙坪297-5號

崙坪社福大樓 四樓

每週四

124 觀音區 觀音社區教育推廣協會

吳惠淑

0932182806

觀音區草漯里大觀路一段88號

草漯老人會館

每週二、週四下午19:00-20:30

125 觀音區 保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吳惠淑

0932182806

觀音區保障里10鄰70-1號

保障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四

126 觀音區 樹林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陳億婷

0921886271

觀音區樹林里泰安街209號

樹林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二、三、五上午9:00-12:00

127 觀音區 草漯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許淑惠

0937109997

觀音區草漯里大觀路2段100巷17號

草漯里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二、四上午9:00-12:00

128 觀音區 草新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陳淑玲

0918953547

觀音區草新里新生路1148號

草新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每週二、五上午9:00-12:00

129 觀音區 大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林光城

0919262739

觀音區大堀里新華路2段72號

大堀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二

上午9:00-12:00

130 觀音區 藍埔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徐文宏

4773289 0988502726

觀音區藍埔里新華路711號

藍埔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五

上午9:00-12:00

131 觀音區 白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黃媛君

0936122510

觀音區白玉里玉林路一段180號

白玉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二、四上午9:00-12:00

132 觀音區 大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彭珍湖

0930129616

觀音區大潭里16鄰保生三街61號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

每週五

133 復興區 基國派產業發展協會

王金財

3825230

桃園市復興區16鄰基國派58號

基國派健走步道

週五11:00-12:00

134 復興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黃美娟

0970547665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4鄰117號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再討論

135 復興區 霞雲部落文健站

楊米豐

0985506221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6鄰18號

霞雲部落文健站

週四10:00-11:00

下午19:30-21:00

上午9:00-12:00

上午9:00-12:00

108.1.25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