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鄉/鎮/

市/區
申請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1 板橋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天元慈善功德會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5號10樓 8966-0905

2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頤安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130號1樓 8953-3885

3 板橋區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分會板橋老人服

務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01號 2255-9713

4 板橋區 雙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太和街6巷3號 8966-5966

5 板橋區
三民社區發展協會（板橋區社區健康營造

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1段30-1號 2956-1159

6 板橋區 玉光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臨56之3號 8964-5179

7 板橋區 板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臨89之1號 2953-4297

8 板橋區 親子服務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13巷2弄26號B1 2953-5919

9 板橋區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建國街132號 2250-0177

10 板橋區 歡園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1段38巷1-7號 2964-2301

11 板橋區 潮和鶴齡關懷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50巷93號 2255-4646

12 板橋區 廣厚宮附設鶴齡交誼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4-1號1 2952-0119

13 板橋區 埤墘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3段33之1號後門 0910-241-903

14 板橋區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光復街133巷5號 2964-0347

15 板橋區 社後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80巷1弄1號2樓 2960-2845

16 板橋區 板橋區老人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86號 2969-2100

17 板橋區 貴格會新埔教會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3段263巷12號 2257-3342

18 板橋區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

譽國民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2段32號 2275-5157*140

19 板橋區 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42號B1 8688-5535

20 板橋區 公館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光正街57號 2967-4652

21 板橋區 重慶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49巷3弄7號 2963-2763

22 板橋區 社團法人新北市急救照顧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295號2樓 2957-0577

23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四汴頭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50巷43號 2950-0042

24 板橋區 德翠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龍泉街100號 2258-8078

25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鶴齡服務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56號之6(2樓) 2259-5930

26 板橋區 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36-1號1樓 0910-120-718

27 板橋區 溪崑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53巷10弄7號 0932-142503

28 板橋區 台灣貴格會國光教會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2號4樓 2969-4665

29 板橋區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新北市板橋區存德街29號 2681-5518

30 板橋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板橋靜思堂)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265巷15號 03-8266779#505

31 三重區 重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8巷40號 2989-7173

32 三重區 三重區公所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11號 2986-2345

33 三重區 正義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158號B1 2982-9802

34 三重區 新北市福齡松青會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186號 2983-5938

35 三重區 光田里辦公處 新北市三重區新生街53號 2985-3477

36 三重區 三重靈糧堂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號b1 8981-6327

37 三重區 永德社區發展協會 三重區忠孝路2段11號 2971-7257

38 三重區 文化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平安街48號 2981-9118

39 三重區 臺北基督徒明志禮拜堂 新北市三重區明志街114號 2981-5105

40 三重區 五華里辦公處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街228巷12號 2987-3827

41 三重區 永合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區永福街135巷32弄1號 2287-3106

42 三重區 承德里辦公處 新北市三重區仁壽街200號 2973-2617

43 三重區 順德里辦公處 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256巷28號 2978-6144

44 三重區 仁愛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萬壽街8號1樓 2977-0030

45 三重區 三重區老人會 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1號信義公園內聯 2980-6512

46 三重區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三重台北橋公共

托老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108號2樓 2976-9115

47 三重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三重靜思堂)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450號 03-8266779#505

48 中和區 中和區公所志願服務隊 新北市中和區廟美街6巷3號3樓 2249-2368

49 中和區 山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莊敬路49巷29弄2號 2248-7795

50 中和區 壽德里辦公處 新北市中和區華順街138號 2957-8324

51 中和區 尖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成功路97巷7號2樓 2944-7796

52 中和區 福美里辦公室 新北市中和區莊敬路49巷15弄1號 2243-1232

53 中和區 頂南里辦公室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2段159巷28號 2945-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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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和區 中和區慈心關懷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66巷19號 3234-2099

55 中和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北教區中和天主之母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29巷1弄5號 2943-5962

56 中和區 新北市銀髮族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116巷2號

新北市中和區廟美街6巷3號2.5樓
2242-9899

57 中和區 建和里辦公處 新北市中和區建和里連城路263巷4號 0933-133178

58 中和區 秀峰里辦公處 新北市中和區秀峰街85巷33號 0918-527002

59 中和區 景南里辦公處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67巷38弄10-1號 2946-2889

60 中和區 碧湖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367巷15-1號5樓 0927-065-332

61 中和區 莒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37號2樓 0936-332-800

62 中和區 財團法人新北市中和基督教會 新北市235中和區復興里54鄰復興路268號 0958-031-651、2247-9487

63 中和區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108號5樓 2545-2546*184

64 中和區 新北市幸福種子全人關懷協會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9巷22號7樓 2244-2638*12

65 中和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雙和靜思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41號 03-8266779#505

66 永和區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2928-6060*10254

67 永和區 正興里辦公處 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57巷11弄2號1樓 2928-1463

68 永和區 水源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177巷6弄2號 8923-2311

69 永和區 財團法人慈暉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6號 8660-0766

70 永和區 潭墘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102號 2941-3636

71 永和區 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60號4樓 2949-2984

72 永和區 得和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2段24巷35號 2924-7766

73 永和區 河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之1號 2927-1192

74 永和區 永和區老人會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89號4樓之1 2927-4053

75 永和區 秀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1段20號之1 0933-707-881

76 永和區 中溪里辦公處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44-1號 2929-8555

77 永和區 新北市雲彩全人關懷協會(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01巷5號1樓 8671-748*18

78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民樂里辦公處 新北市永和區民樂街39巷7號 0931-299778

79 新莊區 文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80號5樓 2277-2968

80 新莊區 瓊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里瓊泰路85號(瓊泰活

動中心)
2204-6679

81 新莊區 營盤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三和路15號之13 2902-8326

82 新莊區 榮和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117號 2992-6271

83 新莊區 化成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14巷2號 2994-3838

84 新莊區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雙連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附設雙連新莊社會福利中心
福壽市民活動中心、新莊區長青街30號 8521-7872*104

85 新莊區 社團法人中華培愛全人關懷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8號4樓 2903-1191

86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牡丹心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46巷45之1號 2903-5533

87 新莊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297號3樓 8521-3385

88 新店區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579巷45號 2217-3517

89 新店區 明城里辦公處 新北市新店區黎明路9號 2213-0575

90 新店區 大鵬忠孝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00巷26號4樓(大鵬

忠孝活動中心)
8218-1007

91 新店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2219-3391*67153或67151

92 新店區 屈尺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125號 2666-6008

93 新店區 中山里辦公處 新北市新店區溪園路361號一樓 8667-8368

94 新店區 大鵬里辦公處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00巷26號2樓 2218-6145

95 新店區 平潭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新潭路2段140巷37號 8666-5580

96 新店區 下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1段281巷6號 221-19715

97 新店區 北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德正街11號 2912-0831

98 新店區 北宜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80號 2217-3808

99 新店區 行道會鶴齡交誼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51號 2916-1575*551

100 新店區 雙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3段237號B1(雙城雙

福宮)
2214-0469

101 新店區 玫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富貴街9巷31號2樓 2215-5106

102 新店區 社團法人新北市新店區喜樂心靈關懷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1段207巷4鄰8-1號 2545-2701

103 新店區 新北市奇布施老人養生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65巷59號 8912-5508

104 新店區 玫瑰里辦公處 新北市新店區玫瑰路58巷18號 2210-4558

105 新店區 中華民國全愛全人關懷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25號3樓 2911-1129*301

106 新店區 中華麥田關懷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明德里3鄰民德路34號 0920-302117

107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小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小城里8鄰僑信路74巷1號 0919-395891

108 新店區 新北市在地深蹲協會（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忠誠里北新路二段97巷9弄

16號1樓
2913-3975



109 新店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新店靜思堂)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79號 03-8266779#505

110 樹林區 文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289巷8號 2675-5252

111 樹林區 彭厝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樹林區太平路56巷43號2樓 8685-3911

112 樹林區 樹林基督長老教會(牧人關懷站)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2號 2681-3413

113 樹林區 樹林基督長老教會(北大關懷站)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326號 2668-4343

114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三段40號3樓 8687-2608

115 樹林區 山佳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樹林區地政街12號旁(樹林老人會 2680-8378

116 樹林區
社團法人中華慈雲慈善利生推廣協會（樹

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90號2樓 8684-5058

117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樹人里辦公處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308巷2弄6號 0910-669989

118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東園里辦公處 樹林區柑園街1段60號4樓 0910-953349

119 樹林區 新北市畫眉鳥晚香玉協會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467號 0921-153-426

120 鶯歌區 永昌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94巷33-11號 0982-024-095

121 鶯歌區 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鶯歌區明園41-43號 0933-878-000

122 鶯歌區 鶯歌區公所 新北市鶯歌區仁愛路55號 2678-0202*134

123 鶯歌區 永吉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278號 0989-657-165

124 鶯歌區 鳳祥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381巷2弄15號 0921-470-488

125 鶯歌區 建德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建德巷22號 0928-863-966

126 鶯歌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北市鶯歌

大湖公共托老中心)
鶯歌區大湖路338巷2號 2677-6759

127 三峽區 溪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218巷1號 8676-3180

128 三峽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新北市

三峽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好鄰居俱樂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12巷10號一樓 2674-1778*207/*203

129 三峽區 竹崙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峽區竹崙路146號 2668-1596

130 三峽區 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峽區詩朗路9號 0910-347-375

131 三峽區 大有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25之1號 0939-649-709

132 三峽區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

民之家
新北市三峽區白雞路127號 2673-1201*667

133 三峽區 新北市雲彩全人關懷協會(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里復興路56號4樓 8671-7485*12

134 三峽區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北大真理堂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98號6樓 8672-5575

135 三峽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北市三峽

北大公共托老中心)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北市三峽

北大公共托老中心
8671-3217

136 三峽區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教練協會（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鳶山里中山路23號2樓 2672-8030

137 淡水區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竹圍信友堂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50巷36號4樓 2809-9140

138 淡水區 社團法人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0號5樓 2626-9995*203

139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區關懷弱勢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大同路28-2號 8809-1622

140 淡水區 油車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72巷35弄4號1樓 2805-7919

141 淡水區 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27號 2808-4569

142 淡水區 正德里辦公處 新北市淡水區正德里北新路141巷27號 2625-0849

143 淡水區 忠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忠山里後坑子18-1號 2621-0658

144 汐止區 汐止區農會附設老人休閒活動中心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三段246號 2646-6212

145 汐止區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新北市汐止區水碓街26巷1號3樓 8642-2321

146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社會關懷協會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41巷54號 2693-2193

147 汐止區 興福里辦公室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41巷54號 2963-2193

148 汐止區 新北市水岸都市永續發展協會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1段211巷31號 0912-281-881

149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全人社區關懷發展協會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里建成路152號b1 2691-7152

150 汐止區 鄉長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287之1號(玉泉宮) 2641-9980

151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湖蓮里辦公處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110巷97弄24號 2641-1111*172

152 瑞芳區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瑞芳站) 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18號 2496-7130

153 瑞芳區 柑坪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1段100 號 0913-758-022

154 瑞芳區 吉安里辦公處 新北市瑞芳區大埔路200號 0956-946-972

155 瑞芳區 瑞芳地區農會 新北市瑞芳區逢甲路39號 2497-2760

156 瑞芳區 瑞芳區老人會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二段2號3樓 0919-989-822

157 瑞芳區 龍川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瑞芳區龍川里 一坑路70-1號 0937-426420

158 瑞芳區 傑魚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瑞芳區傑魚坑路245巷2-1號 2497-2250*1513

159 瑞芳區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新北市瑞

芳明燈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2號2樓 2406-3888

160 土城區 頂欣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83號1樓 0910-164-380

161 土城區 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05巷6弄8號3樓 2262-6328

162 土城區 長風里辦公處 新北市土城區順風路27號1樓 2266-5846

163 土城區 裕生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89巷2號 2260-4260



164 土城區 沛陂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三民路23巷8弄9號 0953-615-599

165 土城區 集微力關懷獨居老人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235巷20號3樓 2273-6345

166 土城區 土城區志願服務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53號之一 0920-155-800

167 土城區 永寧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永平路1號 2267-2813

168 土城區 雲溪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243-1號(市民活動中 8260-3360

169 土城區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新北市土

城頂埔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71巷12號 2269-5333

170 土城區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土城真理堂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60號B1 2265-1824

171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愛心關懷協會－－永安關懷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38巷1號 2281-1934

172 蘆洲區 蘆洲區農會 新北市蘆洲區溪乾里中山一路129號 8282-0777*225

173 蘆洲區 光明里辦公處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07巷11號 8285-1931

174 蘆洲區 蘆洲護天宮附設鶴齡交誼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227巷26號 2282-9437

175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愛心關懷協會－－集賢關懷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38之1號1樓 2281-1934

176 蘆洲區 仁復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36巷7號 8285-7595

177 蘆洲區 蘆洲區婦女成長協會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67巷7弄1號 2848-8000

178 蘆洲區 國立空中大學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街107巷11號 0936-169-539(X)、*7551、*7512

179 蘆洲區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徒蘆洲禮拜堂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6巷71弄2號B1 2281-6700*16

180 蘆洲區 社團法人台灣新希望社區關懷協會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里9鄰中正路241號3樓 8283-8995

181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客家傳統文化協會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96號4樓 2848-8000

182 蘆洲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蘆洲靜思堂)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125號 03-8266779#505

183 五股區 成州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267號 0970-236-196

184 五股區 貿商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五股區貿商里456號 0932-811-833

185 五股區 更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五股區更洲路47號 0933-141-685

186 五股區 五股區農會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1段13號 2291-4060*43

187 五股區 新北市五股老人公寓 新北市五股區水碓2路1號 2291-9699*201

188 五股區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521福源全人關懷協

會-中興據點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4段19-1號 2291-4515

189 五股區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521福源全人關懷協

會-民義據點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里民義路一段161-13號

底樓
2291-4515

190 五股區
財團法人私立廣恩老人養護中心(新北市五

股獅子頭公共托老中心)
新北市五股區孝義路30號 02-22932666

191 泰山區 貴子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22號 0939-000345

192 泰山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主顧修女會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4號 2906-2242*326

193 泰山區 大科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大科路300號 2909-2746

194 泰山區 同榮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427號 0952-211-839

195 泰山區 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泰山區福德街28巷14號 0939-728-933

196 泰山區 義仁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177號 0933-234517

197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睦鄰協會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54號2樓 2909-4036

198 林口區 東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二街1巷4號1樓之3 2609-5928

199 林口區 興福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19鄰10-1號 0928-598-816

200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嘉瑞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林口區嘉寶里15鄰43號 0932-921-251

201 深坑區 土庫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1段164號 2662-1844

202 深坑區 昇高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深坑區昇高里旺耽路25號1F 0935-242-192

203 深坑區 深坑區農會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路8號 2662-3226*51

204 深坑區 財團法人私立健順養護中心 新北市深坑區王軍寮9號 2662-2499

205 深坑區 土庫里辦公處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一段83巷8弄36號 2662-7777

206 石碇區 烏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石碇區烏塗里烏塗窟20之1號 2663-2956

207 石碇區 光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石碇區靜安路1段183號3樓 0932-192-051

208 石碇區 石碇區老人會 新北市石碇區楓子林32-1號4樓 2663-2116

209 石碇區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新北市石碇區豐林里楓子林32-1號3F 2663-2885

210 坪林區 坪林區公所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1號 2665-7251

211 坪林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北市坪林區北宜路八段67號2~3樓 2665-8373

212 三芝區 後厝里辦公處 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北勢子20-6號 2636-2111#274

213 三芝區 錫板里辦公處 新北市三芝區5鄰海尾17號 2636-2111#293

214 三芝區 中華藥師山居士佛學學會－北海岸關懷站 新北市三芝區淺水灣街10-22號 0934-332718

215 三芝區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雙連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新北市三芝區22-17號 8521-7872#302

216 石門區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新北市石門區公地44號 2638-3342

217 石門區 老梅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石門區公地43號 0928-640389、0922-476363

218 石門區 富基里辦公處 新北市石門區富基里14鄰楓林37-6號 2638-1721分機311

219 石門區 嵩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石門區山溪里老崩山13號 2638-2012



220 石門區 草里里辦公處 新北市石門區草里里阿里荖33之1號 2638-1721#308

221 八里區 大崁里辦公處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1段95號 0928-866-172

222 八里區 龍米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1段223號 0910-915321

223 八里區 米倉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鄕渡船頭街11巷8號 0935-117134

224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2段251號2樓 0933-088139

225 平溪區 平溪區農會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里公園街22號 2495-1052

226 平溪區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里十分街66巷1號 8773-4528

227 平溪區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嶺腳里）
新北市平溪區中華街61號 8773-4528

228 雙溪區 雙溪區公所 新北市雙溪區共和村東榮街25號 2493-1111*126

229 雙溪區 新北市貂山吟社 新北市雙溪區太平路57號 2493-1379

230 雙溪區 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里新基西街19號 8648-8388*127

231 雙溪區 平林里辦公處 新北市雙溪區平林里5鄰外平林17號 2493-1111

232 貢寮區 守望相助協會 新北市貢寮區仁義街8號 0935-154-745

233 貢寮區 社團法人新北市社區工作者協會(貢寮辦事 新北市貢寮區東興街70號2樓 2953-4297

234 貢寮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照顧服務員專業發展協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60號2樓 22651680

235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里長泰路18-2號 0939-312912

236 貢寮區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辦公處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東興街70號 0936-818886

237 金山區 美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36號 2498-4046

238 金山區 金山區老人會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77號3樓 2498-8779

239 金山區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57號1、2樓 2408-2114

240 金山區 六股里辦公處 新北市金山區六股里下六股18號 2498-8868

241 金山區 金包里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95號 2498-2703

242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五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里南勢27號 0910-061-871

243 萬里區 北基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萬里區孝五街4號地下室 0931-611-260、0932-356-302

244 萬里區 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新北市萬里區玉田路61號 2492-2511*601

245 萬里區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221號3樓 2408-2114

246 萬里區 新北市快樂姊妹花關懷協會 新北市萬里區加投路153-1號 2507-0311

247 烏來區 環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烏來區溫泉街23號 2661-6583

248 烏來區
有限責任新北市原住民溫馨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5鄰76號 2611-8120

249 烏來區
烏來區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泰雅

爾中會信賢教會
新北市烏來區信賢里信福路40號 2661-7421

250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溫泉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瀑布路12號 2661-6726

251 烏來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烏

來教會
新北市烏來區環山路82巷3號 0920-619-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