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民小學社區輔導人力資源表
機關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

26212069

淡水分局三芝分駐所

26362049

台北青角 三芝好巢

林詩潔社工

26361819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楊雅雯社工
林昀瑾專員

26369818

三芝區福成社區發展協會

26362740

三芝區公所

26362111

三芝區衛生所

26362007

新北市家扶中心淡水服務處

26267476

北海岸社福中心

26221615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

89653359

新北市政府家防中心

周淳瑩社工

新北市家扶中心

29592038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
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89653359#2368
113

1995

8967-5599

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22724881

社團法人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

26791074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里

里長江憲明

新北市教育局特教科
新北市教育局社工督導

0932-031181
29603456＃2679

陳香君

29603456＃2687

新北市三芝區駐區心理師（三芝國
中）

黃昕寧心理師 26362004#24

新北市三芝區駐區社工師（三芝國
小）

高淑玲社工師

26362005#149

特教教師（巡迴輔導教師）

楊漢一老師

26362005#146

特教教師（巡迴輔導教師）

曾子庭老師

26362005#146

備註

單位名稱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連絡電話
電話(02)82867045
傳真(02)82867245

網址

地址

服務內容
(含時間及服務項目)

http://www.sw.tpc.gov.tw/_fil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 1. 輔具評估 、申請
e/1588/SG/29031/D.html
路245號9樓
2. 輔具諮詢及展示介紹
3. 資源再生：回收二手輔具並經一定程序整理、消
毒後，媒合適用之申請者。
4. 特殊需求專案申請：確有輔具需求但與補助規定
不符何者之專案申請～一年實際需求超過兩項輔具
之專案申請。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電話：1999、
建服務中心（板橋區）
(02)2960-3456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
路1段161號1樓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電話：（02）
建服務中心（新店區）
8914-5572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
路3段219號3樓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電話：（02）
建服務中心（三重區）
2975-3565

地址：新北市三重
區重新路4段12號5
樓

單位名稱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新北市樂慧身心障礙
家庭資源中心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幸
福小站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實
物銀行

服務內容
(含時間及服務項目)
1. 輔具評估、申請
2. 輔具諮詢及展示介紹
電話:(02)8286-7045 http://www.sw.ntpc.
新北市蘆洲區集 3. 資源再生：回收二手輔具並經一定程序整理、消毒後，媒合適用之申請
傳真:(02)8286-7245 gov.tw/_file/1588/S
者。
賢路245號9樓
G/29031/D.html
4. 特殊需求專案申請：確有輔具需求但與補助規定不符何者之專案申請～
一年實際需求超過兩項輔具之專案申請。
5. 居家照顧、就養機構、可供申心智礙者家庭使用的福利服務與福利資源
連絡電話

網址

地址

◎開放時間:每週一至五09:00-18:00
◎服務對象: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市，持有本市核（換）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證明者，
或疑似具障礙事實之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
◎服務項目:
聯絡電話:
1. 個案管理服務
https://www.facebo
(02)2997-1951分機
新北市新莊區中 2. 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ok.com/kuangching
港路172號2樓
10
242
3. 個別化生活重建服務
4. 心理及社會參與能力重建服務
5. 關懷訪視服務及電話問安
6. 提供照顧者支持服務
7. 送餐服務
8. 社會福利宣導

8952-0755

http://www.epd.ntpc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AM~12:30AM&13:30PM~17:30PM(國定假日除外)
.gov.tw/web/Home? (22065)新北市板 永續發展、環境影響評估、工廠登記、環境教育、綠色消費、環保英雄、
command=display& 橋區民族路57號 環保志工、環境資訊、二手家具媒合
page=flash

直撥1999(新北市
境內使用)或0229603456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國定假日除外)人民團體、社
http://www.sw.ntpc. (22001)新北市板 會救助、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兒童少年福利、兒童托育、社區發展
gov.tw/_file/1588/S 橋區中山路1段 與婦女福利及社會工作等八科，掌理社會行政、人民團體、合作行政、社
G/42337/D.html
161號25樓
會救助、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兒童少年福利、社區發展、婦女福
利、志願服務及社會工作專業等事項。

友緣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769-3319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TEL:02-23670151/F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
金會

(02)2550-5959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
中心

行政院勞委會就業服
務諮詢專線

台北市南京東路
http://www.yoyuen.
5段123巷8弄8號 家庭教育課程：家庭&人際養成中心、幸福家庭推廣社會公益
com.tw/
1樓
臺北市106大安
http://hef.yam.org.t
區羅斯福路3段 人本介紹、活動資訊、培訓課程介紹、互動討論區、人本出版作品等內容
w/
227號9樓
服務項目：
1.棄兒保護服務
台北市大同區 2. 單親家庭福利服務
http://www.cylaw.o
10351長安西路 3. 高風險家庭預防性服務
rg.tw/
4. 兒少保護個案家庭處遇服務
43號6樓
5. 家庭重建服務
6. 失蹤兒童少年協尋服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12:00，14:00~17:00，18:00~21:00週六
09:00~12:00，14:00~17:00綜理家庭教育業務、親子職教育活動、推展志願工
作人員招募培訓管理考核、弱勢族群家庭教育系列活動、性別教育、家庭
教育輔導團推展各項家庭教育、協辦婚姻教育(社區、市民)。

02-22724881

220新北市板橋
http://family.ntpc.ed
區僑中一街1-1
u.tw/
號4樓

800777888

http://www.mol.gov
.tw/cht/index.php?c 10346台北市大 可撥打24小時免付費就業電話諮詢、為提升及協助婦女就業，排除就業障
ode=list&flag=detai 同區延平北路2 礙
l&ids=24&article_i 段83號9樓
d=621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少年OnLight

培訓期間：共9個月。培訓內容區分為三階段，包含培訓課程及工作體驗、
連 絡 電 話 ：02職場見習、後續關懷等。提供職涯探索、體驗教育、就業力培訓等課程，
2366-0812轉330曹 http://nasmenew.so- 106台北市大安
結合個案輔導員的全程輔導，協助這些青少年探索職涯興趣，培養正確的
嘉歡副組長
buy.com/front/bin/h 區羅斯福路二段
就業觀念與態度，依其性向、興趣安排職場見習、觀摩，透過瞭解各行各
E-MAIL：
ome.phtml
95號22樓
業，並進而協助青少年選擇適合職訓中心接受訓練，學習就業技能後就業
amulet_tsao@nasme
或返回學校繼續學習、進修。
.org.tw

北基宜花金馬區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資源中心

服務內容：
一、就業轉銜
透過跨單位合作，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完整的轉銜服務，順利就業。
二、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單一服務窗口
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就業諮詢、障礙功能評估、職涯輔導、連結相關資
源等服務。
三、職業輔導評量
透過客觀評量工具了解身心障礙者障礙狀況與功能表現、職業興趣、工作
技能等。
四、職前準備服務
包含辦理求職研習班、就業講座等。
（板橋區）電
http://www.vernetw 新北市板橋區中 五、穩定就業適應輔導服務
話：1999、
ork.org/vw_u/#.U- 山路1段161號1 包含職場探訪、電話關懷、成長團體、個別化就業支持等。
(02)2960-3456分機
l_RvmSwm8
樓
六、職業訓練
6571
提供養成訓練、在職訓練，培訓一技之長與強化現職技能。
七、求職服務
提供1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且具工作能力與就業意願者就
業諮詢、工作媒合等。
八、陪同面試
開發合適的工作機會，依其需求陪同身心障礙朋友工作面試。
九、職務再設計
依據身心障礙者的特性及工作能力，透過工作分析找出現有職務困難及原
因，以改善環境、重新設計設備機具及提供輔具等方式，協助增進工作能
力與提升工作效能。
十、創業諮詢與協助

就店就業服務站
行政院勞委會就業多 外展人員辦公室
媽媽(就業服務外展人
代 表 號 ：2946員)
1011傳真：29490294

服務內容：一、發掘失業者：走入基層社區，主動發掘及訪視失業者提供
立即求才資訊，協助就業媒合。
二、開發工作機會：在地化的經營，發展區域特性，開拓具當地文化的就
http://163.29.199.15
新北市中和區景 業機會。
1/DesktopDefault.as
平路239-1號
三、協助就業媒合：走入鄰里，瞭解地區特色，增加服務可近性，提供適
px?sid=2
才適所的職業媒合。
四、連結社區資源網絡：拜訪雇主、村里鄰長、學校、社區相關民間團體
等。五、宣導就業服務相關措施及勞動相關訊息，建立地區性網絡資源。

高風險家庭服務管理
中心

8968-2380

◎服務對象：家中有18歲以下兒童少年，有以下情事致影響兒少食、衣、
住、行、育、醫等生活照顧困難1.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2.主要照顧者
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持續)就醫者3.主要照顧者為自殺風險個案
新北市板橋區中
4.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有其他不利因素5.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
正路10號4樓
病或入獄服刑6.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7.其他。◎服務內容：1.高風
險家庭個案諮詢通報、管派及服務狀況追蹤2.建置高風險家庭整合型安全
網資訊系統3.辦理高風險家庭服務相關教育練及宣導活動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

113、8965-3359

新北市板橋區中 ◎上班時間：8時30分至17時30分◎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兒童少年性交易案
正路10號3樓
件諮詢及服務

新希望關懷中心

1999或1957

新北市板橋區中
山路1段161號2 1.就業扶助2.生活扶助3.助學措施4.心理輔導
樓

新北市馨圓單親家庭
服務中心

02-2684-6332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8985-8509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9-12時、13-18時◎服務項目：個別諮詢服務、法
http://www.sinyuan. 新北市樹林區保
org.tw/
安街一段7號3樓 律諮詢、親職講座等成長團體、心理協談、親子活動、電子郵件諮詢等服
務
新北市三重區溪 1.提供免費專線服務諮詢2.提供個案關懷訪視服務3.推動新住民家庭關懷服
尾街73號6樓
務站4.法律諮詢5.生活融入活動

新北市原住民族家庭
暨婦女服務中心

02-2204-6695

服務項目：
1. 提供家庭、人身安全、就業、經濟、醫療、急難救助等諮詢服務。
https://www.facebo
新北市新莊區新 2. 協助辦理社會福利轉介。
ok.com/lumaintp/inf
3. 辦理權益宣導講座及婦女溝通平台。
樹路725號
o
4. 辦理原住民家庭親職、婦女及青少年成長團體。
5. 推展原住民志願服務。

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網址

地址

服務內容
(含時間及服務項目)

上班時間:
上午8:30~12:00下午1:30~5:30
服務對象:
輔導十五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中、重度智障青年，在輔導員的長期支持
新北市板橋 下，進入就業市場謀得一份工作。
新北市智障者 TEL:(02)2255-3771 http://www.smilesun
區大同街21 服務項目:
家長協會
FAX:(02)2255-3764 .org.tw/
巷15號
1. 辦公大樓、社區、公園、工廠環境清潔打掃維護
2. 辦理舊衣、廢電池、紙類等資源回收相關業務
3. 實地職場訓練個案的工作技能與工作相關技能
提供尋求職業與保有職業的相關技能訓練

財團法人天使
TEL:(02)2718-1165 http://www.ah心家族社會福
FAX:(02)2546-0236 h.org/index.asp
利基金會

服務對象:
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的家長及兄弟姐妹。
服務項目與工作重點:
台北市松山 1. 提供身心障礙兒父母及手足個別、團體諮商與協談。
區民權東路3 2. 提供家長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相關資訊與協助。
段106巷15弄 3. 定期舉辦家長講座，提供團體支持與經驗分享。
25號5樓
4. 辦理大型身心障礙家庭親子聯誼活動
5. 家庭訪視與關懷，協助連結社會資源。
6. 急難救助、臨時及短期照顧及其他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台北市105松
台灣世界展望 基隆中心24288190 http://www.worldvis 山區民生東
助學金
會
新店中心82191797 ion.org.tw/
路四段133號
6樓

新店29172075汐止
40341台中市
財團法人家扶
http://www.ccf.org.t
86488188瑞芳
西區民權路 家庭扶助
基金會
w/
234號12樓
24960506

231台北縣新
傳講耶穌基督救世、救人之真理為宗旨，致力於兒童、青少年、老人、婦女等多
29161575＃531李
http://www.newhope
店市三民路
新希望基金會
項福利工作，實踐基督愛世人之使命，為擴大服務範圍並有效結合社會資源
秀玲＃526謝碧玉 .net.tw/
151號

慈濟功德會

（花蓮本會）038266779~80（台北
http://www.tzuchi.or
分 會 ）02-2776g.tw/
0111

社團法人新北 22312101林小姐
市慈善會
FAX：27048213

急難救助
長期生活補助、物資

新北市永和
http://www.ntc316.c 區仁愛路26 1.聯絡各大醫院社會服務部門，對於急難病患經濟困難。2.病患死亡，無能安葬
者。
om.tw/
巷1號7樓

連絡人：鄭小姐
電話：02-89115595(分機605)
傳真：02-89115695

23143新北市
http://www.goh.org.t
服務發展、家庭暴力、性侵害、兒童性交易、青少年關懷、青少女懷孕、收出養
新店區順安
w/main.asp
服務
街2-1號1樓

財團法人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 25784515＃136社
工徐瑞蓮
會

116臺北市文
http://www.eden.org.
早期療育服務、成人身心障礙服務、照顧服務、視障服務、新移民服務、公益事
山區萬美街
tw/
業發展服務、無障礙服務、災後重建服務、弱勢社區服務
一段55號3樓

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愛
馨物資分享中
心)

安得烈慈善協
(02)55828003
會

http://www.npo.org.t 台北市中正
w/npolist_detail.asp? 區忠孝東路 物資
id=6126
一段9號6樓

TEL：2754-8388
富邦慈善基金
FAX：2704-8213
會

10687台北市 急難救助
http://www.fuboncha 大安區仁愛 生活扶助
rity.org.tw/chinese/ 路四段258號 醫療補助就學補助(用愛心做朋友)
4樓

(02)2351-9797分機
台北市中正
財團法人張榮 315劉小姐
http://www.cyff.org.t
區中山南路 急難救助(視狀況提供一次性以上協助)醫療補助、喪葬補助
發基金會
w/
傳真:0211號9樓
2391517510048

技嘉基金會

一、推動或贊助有關科技、文教之公益性活動。
二、辦理有關科技、文教之獎勵活動。
三、舉辦或贊助促進身心健康、文教發展、科技提昇之研討與培訓及交流活動。
89124000＃1129周
http://www.gigabyte. 新店市寶強 四、推廣或贊助有益兒童、青少年、成人、家庭、學校社區及企業等之各類文教
麗華小姐
路六號五樓 愛心社團與相關教育活動。
lina.chou@gigabite. org.tw/
com
五、推動或助優良之科技、文教雜誌優良著作之發行與出版。
六、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相關活動七、急難救助（2000/月，三個月發一次，為期
一年）

http://www.saint財團法人聖島 02-27751823轉302
island社會福利慈善 張社工
charity.org/Default.a
基金會
(FAX)27316374
spx

10595台北市
松山區南京 1.經濟弱勢家庭，評估後提供生活費、助學費、醫療費營養品、輔具及喪葬等補
東路三段248 助。2.長期補助，金額每月1-2千至3-4萬元不等
號6樓之1

財團法人行天 02-25022172轉
宮文教基金會 315、318志工

行 天 宮台 北
本 宮 台北 市
http://www.ht.org.tw 中 山 區民 權 家庭急難濟助、學生急難濟助、醫療急難濟助。單次急難救助，最高3萬元
/ed2.html
東路二段109
號

財團法人萬海
02-2567-7961轉
航運社會福利
5238-39王社工、
慈善事業基金
楊社工
會

10595台北市
http://charity.wanhai 敦化北路122 急難救助(醫療補助、生活補助、教育補助、其他:安置補助)，單次急難救助
.com/
號10樓

財團法人全聯
台北市中山 急難救助(生活扶助、醫療補助、喪葬補助)，金額1千到1萬8不等，單次性補助並
http://www.pxmart.o
02-85095188轉社
慶祥慈善事業
區敬業四路 按月核發(1000-36000元)
工，現有5名社工 rg.tw/
基金會
33號13樓

朝陽功德會

06-7229290

TEL：27584866#550賴小姐
新聯陽基金會
FAX：2758-1411

http://www.jhaoyang.org.tw/html/

急難救助
(10000-15000)
台 南 巿佳 里 物資援助
區 長 安 街 78 急難救助
之2號4樓之3 (10000-15000)
物資援助

台北市106大
http://www.newland.
急難救助、長期生活補助、活動方案補助。一次性、短期性(3~6個月)、長期性(以
安敦化南路
tw/aboutben.asp
一年為上限)，每位案主以申請一次為限
二段95號3樓

http://charity.ddm.or
法鼓山社會福 02-2893-9966轉
g.tw/main/page_vie 112台北市公
6339郭組長FAX：
利慈善事業基
w.aspx?mnuid=1330 館路186號3 6個月內家中突遭變故之單次急難救助(3000-5000元)或生活扶助半年
02-28273030
金會
&modid=136&flag= 樓
1

馮蘭森基金會 (02)27293166

大慈功德會

http://www.npo.org.t 台北市信義
w/npolist_detail.asp? 路四段415號 急難救助
id=2274
10樓之7

02-2556-4377白小 http://www.da姐、FAX2558-2664 tzu.com.tw/

新光吳火獅先 02-2769-0515轉22
生救難急救基 曾小姐FAX：
2747-1202
金會

10342台北市 急難救助
西寧北路55 (3000-5000可提供三個月補助)
號8樓

台北市光復
http://www.skwf.org 北路十一巷 單次急難救助(生活補助、醫療補助)，補助金額5千到1萬不等
.tw/aboutrescue.htm 三十三號B2

TEL：2321-0467李
10050台北市
佳偉社工/張家讌
中華民國兒童 社工
http://www.helpkids. 中正區忠孝 1.0-16歲兒少，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致生活困頓提供3-6個月生活補助。2.表達性藝術
慈善協會
東路一段76 治療(亞斯、自閉等)，與長庚、台安醫院合作
FAX：2321-0462， org.tw/
號3樓之3
地址
1.弱勢兒少生活扶助(兒童餐費補助，每月3千，為期6個月；兒少教育補助，每月
100台北市中
（02）2370-919總
5千，為期6個月，視情況可延長申請)、2.弱勢家庭緊急生活扶助，因急難事實導
中華民國紅心
http://www.redheart. 正區重慶南
機2331-0505侯社
致有就醫、就住等緊急需求，皆可附上相關欠費等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每次以
字會
org.tw/
路1段43號5
10000元/次為上限，每戶每年僅能申請一次。
工
樓之2
TEL：02-26345006#820邱瓊賢小 http://www.delpha.c 台北市內湖
李春金關懷基
om.tw/web/da05_1.h 區成功路五 急難救助、醫療補助
姐
金會
段460號16樓
FAX：2623-8755 tml

Tel：2511-1473黃
急難救助(生活補助、醫療補助、喪葬補助)，單次補助，補助金額1千到1萬元不
聖仁慈善基金 秘書Fax：
http://shenren999.blo 台北市天津
等
會
gspot.tw/
街62號6樓
2571-3713

王靈協會

聯絡電話：022652-1985
聯絡手機：0958123-123 吳 京 川
台北市南港
傳真電話：02http://www.wl580.or
區東新街170 全程免費喪葬服務
2653-3537
g.tw/
巷7弄25號
聯絡信箱：
wjctw@yahoo.com.t
w

中華基督教救
http://www.ccra.org. 新北市永和
6個月內急難或意外事件，致生活困境，提供4-6個月急難救助金及關懷訪視，每
02-8660995轉柴主
助協會-1999急
tw/foodbank/foodba 區保生路1號
月最高5千元
任，傳真86609022 nk.aspx
難救助
20樓

財團法人融獻
慈善事業基金 02-29810112
會

http://www.518.com.
tw/%E8%B2%A1%
E5%9C%98%E6%B
3%95%E4%BA%B
A%E5%8F%B0%E5
%8C%97%E7%B8
%A3%E7%A7%81
%E7%AB%8B%E8
%9E%8D%E7%8D

救助對象
1.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罹患重病、失業、失蹤、入營服役、入獄服刑或其他
台北縣三重
原
市重新路5段
609巷10號6 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入困境者。
2. 戶內人口罹患急病或遭受意外傷害致生活陷入困境者。
樓之7
3.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4. 雲林縣同鄉在他縣(市)獲得職業,缺乏旅費,無法前往報到者。
5. 行旅台北縣之雲林縣(市)民,缺乏車資無法返鄉者。

財團法人普仁
02-26578250轉13馮 http://www.you青年關懷基金
小姐，(F)26578224 care.org.tw/
會

114台北市內
湖區瑞光路 依案家急難狀況給予1~5單位急難捐助，每單位5千元
441號8樓

http://www.urmap.c
財團法人私立
桃園縣八德
om/marker/4e01b90a
03-3755174張東吉
邱和成慈善基
市大發里後 單次急難救助5-6千、獎助學金國小2千、國中3千
984b4b54b8d0639c7
課長
金會
庄1-2號
3477f28
10585台北市
台北市失親兒 02http://www.orphan.o 松山區寶清 由機構擔任個管評估給予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心理輔檔、生活關懷、假日休閒
27477555(F)274881 rg.tw/
福利基金會
街18-3號及 活動
11
18-4號
財團法人新光
02-25222566林小
鋼添澄慈善基
姐；(F)25231159
金會

台北市忠孝
http://www.sklf.org.t
1.6個月內急難事件，給予急難、醫療或生活扶助；2.單次補助，依個案狀況給予5
西路一段66
w/main_fit.html
千到1萬元
號37樓

https://www.faceboo
k.com/SONGSHAN 台北市松山
財團法人台北 02-27659017轉123
單次急難救助金(喪葬補助、傷病救助、生活救助、災害救助)，3千至3萬，每年
CIYOU?ref=stream 區八德路四
市松山慈祐宮 或125慈善組
申請1次為限
&hc_location=timeli 段761號
ne

財團法人新北
TEL:2247-3769
市私立明新兒
FAX:2240-8012
童發展中心

電話：（02）
罕見疾病基金 2521-0717~8
會
傳真：（02）
2567-3560

新北市中和
區圓通路296 ◎服務對象：身心障礙兒童及成人、發展遲緩兒童。服務方式：日間托育。
巷31弄1號

關懷訪視病友及其家屬
提昇罕病研究水準
育成罕病病友團體
104 台北市 協助罕病遺傳專科醫生
http://www.tfrd.org.t 中山區長春
促成罕病國際聯絡
w/tfrd/
路20號6樓
加強罕病大眾宣導
促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加強醫療院所聯繫合作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國定假日除外)

新北市輔具資
02-8286-7045
源中心

http://www.sw.ntpc. (22001)新北
為照護身心障礙者，使其及社會大眾能瞭解相關輔具資訊，獲致
市板橋區中
gov.tw/_file/1588/S
專業完整的輔具評估、適用度檢測、及強化後續追蹤與輔導服務；並採簡化輔具
山路1段161 補助申請程序，以減少申請者於醫院與區公所間往來奔波的麻煩情形。同時，透
G/29031/D.html
號25樓
過推展二手輔具，達到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機制
評估、租借及回收輔具

新北市樂慧身心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 13:30~17:30(國定假日除外)
障礙者家庭資源
中心
2. 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2997-1951#10陳小
(22001)新北
3. 個別化生活重建服務
新北市身心障 姐
http://www.sw.ntpc.
市板橋區中 4. 心理及社會參與能力重建服務
礙者 家庭資源 石門區、三芝
gov.tw/_file/1588/S
山路1段161
中心
5. 關懷訪視服務及電話問安
區、金山區、萬 G/46915/D.html
號25樓
6. 提供照顧者支持服務
里區、淡水區、
7. 送餐服務
林口區、泰山
區、五股區、新
8. 社會福利宣導
莊區

伊甸基金會

1. 身心障礙照顧服務
2. 成人身心障礙就業服務
總會電
3. 早期療育服務
話 :(02)2230-7715
http://www.eden.org. 116臺北市文 4. 新移民服務
傳真:(02)2230-6422
tw/about.php?level2 山區萬美街
5. 視障服務
地址:116臺北市文
一段55號3樓
_id=1
6. 公益事業發展
山區萬美街一段55
號3樓
7. 無障礙服務
8. 災後重建
9. 福音服務

TEL：(02)25078006
陽光基金會
FAX：(02)25070251

1. 經濟補助
2. 生理復健
104台北市南 3. 形象重建
https://sunshine.eoff
京東路三段 4. 心理輔導
ering.org.tw/
5. 就學輔導
91號3樓
6. 就業輔導
7. 居住服務
8. 社教宣導

1. 個案管理服務

心路基金會

電話：0225929778
傳真：0225928514

1. 早期療育
台北市 104 2. 成人服務規劃
http://web.syinlu.org 中山區吉林
3. 就業服務
.tw/
路364號4樓 4. 幼兒發展檢測
5. 專業人員服務

財團法人癌症 電話：02希望基金會
33226286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至18:00 │ 週六 台北：09:00至13:00｜高雄： 09:00至
13:00
台北市中正
http://www.ecancer.
1. 諮詢服務
區臨沂街3巷
org.tw/
2. 辦理教育課程、成長課程
5號1樓
3. 提供癌症衛教出版品
4. 專案補助

新北市愛兒兒
（02）2915-6786
童發展中心

231新北市新 服務項目：辦理日間照顧及早期療育業務
http://www.sw.ntpc.
店區中正路 服務對象：設籍新北市0-6歲之中、重度發展障礙兒童（智能不足、自閉症、腦性
gov.tw/_file/1588/S
263巷16號1 麻痺、多重障礙）及發展遲緩兒童
G/25080/D.html
樓
辦理日間照顧及早期療育業務

社團法人新北 （02）2255-3771
市智障者家長 FAX：（02）
協會
2255-3764

220新北市板 1. 庇護性就業
http://www.smilesun 橋區大同街 2. 支持性就業
.org.tw/
3.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21巷15號
4. 資源回收方案

鄭廷斌
希望青少年多 <ting1996@seed.net https://profiles.googl
元適性發展協 .tw>
e.com/Hope.MAYD
會
A/about
0919-977899

美麗人生全人
關懷協會(單親 簡麗娜社工員
兒少暨家庭服 2206-5690
務方案計畫)

青少年夏令營（6-7月份）

新北市新莊
區瓊泰路163 1.獎助學金2.急難救助3.生活關懷4.品格教育5.才藝活動6.營會活動7.社會福利諮詢
8.法律諮詢9.醫療諮詢10.親子講座
號

春陽關懷協會

郭來心社工員
2208-3167

新北市新莊
1.家庭社會工作2.家長團體3.親子休閒活動4.兒童少年戶外探索營隊5.休閒輔導6.簡
區建福路58
易家務指導
巷3號

親慈慈善會

林君論社工員
2900-0202

新北市泰山
區文程路18 1.急難救助
巷16弄2號2
樓

財團法人新北 電話(02)2208市春陽關懷協 3167傳真
會
(02)2208-2679

新北市美麗人 電話(02)22065690傳真
生關懷協會
(02)2208-5691

服務對象：18歲以上弱勢兒少家庭。
新北市新莊 合作方式：個案轉介、方案合作、休閒輔導活動轉介、物資提供⋯⋯其他雙方討論
區建福路58 後有共識之方式皆可。
巷3號1樓
合作對象：學校社工師與中小學輔導組長或主任。
新北市新莊
單親家庭關懷服務。親職教育活動規劃及執行(豐年國小，週六)暑期營隊及才藝
http://www.bla.org.t
區瓊泰路163
w/
教室。
號

兒童福利聯盟 電話(02)25585806傳真
文教基金會
(02)2558-5805

http://www.children. 台北市南京
兒少保護個案後續追蹤服務。相關經濟補助。家庭關懷及訪視
西路66號6樓
org.tw/

社團法人中華 電話(02)2908培愛全人關懷 0741傳真
協會
(02)29087549

新北市新莊
http://www.sjtlc.org.
區中正路708 兒童、青少年課業輔導。暑期營隊辦理。
tw/
號4樓

新泰社會福利
02-2906-7980~7983 無
服務中心

新莊區福營 服務項目：個案及其家庭福利服務。高風險家庭關懷服務。社會救助及重大災害
路277號4樓 案件處理。社區福利服務方案。社會福利諮詢及資源整合。

社團法人親慈
02-2900-0202
慈善會

http://www.chintsyr.org.tw/

服務項目：
新北市泰山 1. 急（病）難救助。
區文程路18 2. 棺木捐助。
巷16弄2號2 3. 清寒子女助學。
4. 孤兒、安養院慰問。
樓
5. 社會公益福利活動。

台灣世界展望
02-2961-9656
會—板橋中心

服務項目：
1、 國內外資助兒童計劃
新北市板橋 2、 愛的麵包
http://www.worldvis
區重慶路76 3、 饑餓三十
ion.org.tw/
巷35號1樓
4、 原住民福利服務
5、 兒童及少年,婦女保護熱線113

原住民扶輪社 0932390839 (胡先
生)

1.物資捐贈

興珍宮委員會

葉宗鑫主委0932245-945

1.經濟援助(依照學校需求，透過輔導主任聯繫獲得所需要經費及物資)

(02)8509-5188(102 電 子 信 箱 ：
全聯蔡慶祥基 年改號)傳真
Pxmartfd@pxmart.c
金會
(02)8509-3108(102
om.tw
年改號)

10466台北市
中山區敬業 相關急難救助.醫療及生活扶助申請(接受社工轉介，書面評估，補助入案主戶頭
四路33號13 ，需協助寄回收據)
樓

行天宮急難濟 電話(02)2502助
2236*318

1. 提供家中突遭變故之急難濟助。
2. 學生急難濟助：由學校轉介。案主為學生。 家庭急難濟助：由社政單位或社福
10550台北市
團體社工轉介，案主不可為學生。 醫療急難濟助：由醫院社工轉介
http://www.ht.org.tw
松山區南京
/charity/cha3_1_1.as
3. 申請時先線上登錄，帶初審通過後再填寫申請表及相關證明寄回
東路三段303
p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DBFdWFIVlp4eFNaNTNsaXcyM
巷14弄4號
mVyQ2c6MQ

財團法人法鼓 電話(02)2893山社會福利慈 9966*6328吳慎小
善事業基金會 姐(林口區承辦)

http://charity.ddm.or 112台北市公 1. 急難救助.獎助學金。
g.tw/main/default.as 館路186號3 2. 曾提供過急難救助者，有可能後續仍有關懷互動，也會評估情況協助申請獎助
學金，每學期一次。
px
樓

財團法人台北 電話(02)2523-2422
市李連來公益 傳真(02)2571基金會
0924(毛小姐)

台北市中山
北路二段112 1.急難救助(主要照顧者死亡.棄家.經商失敗)
號13樓A室

中華民國普濟 電話(02)2988-6599
Pgm.org.tw
門慈善會
傳真2986-4757

新北市三重 1. 接受任何人轉介，線上提報即可。
2. 以急難救助事由為主，接受提報後與案家聯繫，由志工進行訪視，直接給予數
區中華路20
千元現金救助金。
巷6號

財團法人新北
新北市永和 1. 以急難救助為主。
市靈鷲山慈善 電話(02)8231-6789 093swcf@ljm.org.tw 區保生路2號 2. 接受ssw轉介單，並電話討論後審核。
基金會
21樓

電 話 (02)2775財團法人聖島 1823*301～303張
社會福利慈善 雅富社工(*302負
基金會
責社工)業務傳真
(02)2731-6374

(1) 接獲補助申請-(需由公部門或學校等公信單位轉介)
10595台北市 (2) 個案訪視-(基金會社工進行家訪及電訪)
松山區南京 (3) 繳交申請資料(遞交申請表/證明文件一周內繳交

http://www.saintisland東路三段248 (4)審核補助申請案(約1-2工作天)
charity.org/Default.a
號6樓之1(接 (5)基金會撥款補助(月中撥款)
spx
待中心11樓) (6)按時繳回收據/學習單
(申請者每月18日以前寄回：撥款收據簽收單.學習生活心得單)

1. 租屋平台。
2. 弱勢租屋服務：
(1) 透過轉介單轉介。
電 話 02-2365台北市羅斯 (2) 身分為低收.婚暴.身障.外配.單親.獨居長輩等。
http://www.tmm.org.
福路三段269
崔媽媽基金會 8140*212 *213傳真
(3) 提供租屋資訊，協助媒合租屋。
tw/
巷2-3號2樓
02-2368-3073
3. 弱勢搬家扶助/押金代墊
(1) 提供合作搬家廠家，打折優惠搬運費用。
(2) 提供押金代墊，協助順利搬遷。
http://www.orphan.o
財團法人台北
電話(02)2747-7555 rg.tw/html/service_0
市失親兒福利
傳真(02)2748-8111 01.htm(orphan@orp
基金會
han.org.tw)

10585台北市 1. 提供失親兒少相關服務：經濟補助.課業輔導.心理輔導.品格教育.生活關懷.醫療
松山區寶清 補助.年度活動等。
街18-3號.18- 2. 接受ssw轉介單，接受申請後由機構社工進行訪視評估決定開案與否。
4號

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網址

地址

服務內容
(含時間及服務項目)

「張老師」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早上九點至晚上九點
星期日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
晤談輔導：透過面對面協談方式，運用輔導技巧，陪伴當事人面對與因應
各項生活、心理適應困擾。
張老師基金會總
會:(02)2502-5858分機460 http://www.1980.org.t 臺北市中山 電話輔導：以電話協談方式，協助當事人處理情緒及各項生活適應上的困
張老師諮商中 行政電話:
擾，並可針對當事人立即性問題處遇。電話直播1980即可至所在縣市之張
w/web3區松江路
心
(02)2532-6180輔導專線: 20101110/service.html 219號401室 老師中心
函件輔導：透過信函往返的方式，協助當事人探討個人及各項適應困擾，
(02)8509-6180
同時提供相關資訊，以助益當事人因應相關困擾。
email信件請寄：1980@1980.org.tw
網路輔導：輔導員運用電訊方式在網路上與當事人溝通，陪伴當事人面對
與因應各項生活、心理適應困擾。「張老師」網路輔導：開放時間為星期
一至星期六6:30PM–9:30PM

新北市社區褓 電話：8951-7829(協會)
母系統
傳真:8951-9193

新北市板橋
http://babyhouse.iesch
建立保母系統，提供雙方育兒及糾紛諮詢輔導，辦理保母在職進修課程及
區四川路1
ool.com.tw/
訪視輔導。
段178號3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國定假日除外)1.兒童發展篩
檢、通報服務。
新北市政府社 電 話 ：（02）2671http://www.sw.ntpc.go (22001)新北 2.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健康管理服務。
會局
0088、（02）2673-3502
市板橋區中 3.(疑似)發展遲緩兒童及一般兒童諮詢、轉介、追蹤服務。
v.tw/_file/1588/SG/34
兒童健康發展 傳真：（02）2674-0277
山路1段161 4. 從幼兒出生至接受教育，進行健康、教育、社會福利服務之兒童發展各
205/D.html
中心
號25樓
項服務連結。
（24小時受理通報）
5. 家庭支持性服務。
6. 兒童發展與早期療育之宣導活動。
行政電話：（02）89115527
馨和單親家庭 未婚媽媽專線：（02） http://www.singlepare 231中正路
服務中心
nts.org.tw/
8914-5580
263巷16號
傳真電話：（02）29185212

幸福九號

8966-7000分機4952

個案管理、心理諮商、未婚媽媽專線、成長團體、文康休閒、運用社會工
作專業方法協助單親家庭儘速恢復家庭功能

新北市板橋
1.兩性交往諮詢2.各種避孕方法及諮詢3.事後緊急避孕服務4.終止初期懷孕
區南雅南路
服務
二段21號

社團法人台灣
彩虹愛家生命 02-2908-0280
教育協會

新北市新莊
https://www.rainbowki
區中正路
服務項目：青春啟航、生命教育、美語戲劇
ds.org.tw/
708號7樓

中華青少年純
02-2369-9547
潔運動協會

台北市羅斯
http://www.purelove.o 福路三段
主要服務項目：星心學苑
rg.tw/
245號9樓之
2

財團法人永齡
02-2267-6236
教育基金會

新北市土城
http://www.yonglin.or
區自由街2 主要服務項目：永齡希望小學
g.tw/
號5樓

02-2991-8192

新北市新莊
區中和街92 1.採混齡分級的方式進行英文教學。2.美術班。3.作文班。
號4樓

基督教貴格會
02-2277-3423
更新教會

新北市新莊
區中平路81 1.課後陪讀及照顧。2.弱勢家庭關懷。（物資、生活關心）
巷16號

長老教會

新北市新莊
區武前街27 課後陪讀
號

加恩堂

02-2992-850602-2992-0085

臺灣愛鄰社區
服務協會（新 02-2202-1567
莊辦事處）

新北市新莊
區中正路
1.課後伴讀。2.品格教育。
343號B1

社團法人新北
市春陽關懷協 02-2208-3167
會

新北市新莊
區建福路58 1.弱勢家庭服務。2.物資補助。3.托育媒合。4.休閒活動。
巷3號1樓

美麗人生全人
關懷協會新莊 02-2206-5690
分會

新北市新莊
1.單親兒少暨家庭服務。2.經濟補助。3.與學校合作品格教育。4.寒暑假營
區瓊泰路
隊活動。
163號

台灣寶希望樹
02-8751-9277
兒童協會

新莊真理堂

(02)2908-0741(02)29080748

新北市新莊
1.三、五免費課輔。2.才藝：美術創作、休閒活動。3.品格教育（ex弟子
區新泰路
238巷1號3 規）
樓
服務對象：中小學學童。
新北市新莊 服務內容：課後輔導（入校課輔班、機構式課輔班）、休閒輔導（營
http://www.sjtlc.org.t
區中正路
隊）。
w/
708號4樓
合作方式：個案轉介、方案合作、休閒輔導活動轉介⋯⋯。

輔仁靈糧堂

02-2208-2407

242新北市 服務對象：國小學童。
http://fujen.oyhome.co
新莊區富國 服務內容：課後輔導、寒暑假課輔營隊。
m/
路100號9樓 合作方式：個案轉介

貴格會-更新教
(02)22773423
會

242新北市
http://www.renewalch 新莊區中平 1. 課後輔導、
urch.org.tw/
路81巷16號 2. 品格教育(暑假)

長老教會

1.課輔
A.(陪讀)
10442台北 B.(師生比10:1)、
http://www.glorystar.o 市中山區新
2.暑期營隊、
rg.tw/
生北路一段
3. 教會團契活動(如母親節等)、
82號B1
4. 品格教育

225018071

單位名稱

連絡電話

網址

地址

服務內容
(含時間及服務項目)

門診時間
◆上午08:00~12:00中午12:00~14:00下午14:00~18:00晚上18:00~22:00
復健門診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08:30-22:00星期日、例假日08:30-12:00
職能治療組
兒童復健治療：腦性麻痺、注意力不集中、過動、自閉症、發展遲緩、染色體
(02)2924http://www.fuconhosp.co 新北市永和區 異常、情緒障礙、感覺統合障礙、學習障礙。
永和復康醫院 0925(02)7728m.tw/index.aspx
中和路575號 物理治療組
8070
兒童物理治療：腦性麻痺、染色體異常、發展遲緩、內外八、斜頸、臂神經叢
受損、體適能、脊椎側彎等。
語言治療組
兒童語言治療：構音異常、語言發展遲緩、聽能復健、嗓音治療、語暢治療、
語言表達與理解等。

台北市聯合醫
http://www.tpech.gov.tw/l
院松德院區兒 02-2726-3141 p.asp?ctNode=14167&Ct 臺北市信義區 1.兒童及少年精神疾患門診2.兒童及少年精神醫療諮詢3.身心鑑定4.自費心理諮
童青少年精神
Unit=8312&BaseDSD=7 松德路309號 商5.六合學園6.24小時急診7.精神科急性病房8.社區緊急醫療
科
&mp=109201
http://www.tpech.gov.tw/
台北市聯合醫
臺北市大安區
1.兒童及少年精神疾患門診2.兒童及少年精神醫療諮詢3.身心鑑定4.自費心理諮
ct.asp?xItem=665670&Ct
02-2709-3600
院仁愛院區青
仁愛路四段10
商5.情緒障礙兒家長支持團體6.亞斯柏格兒童團體
Node=14508&mp=10915 號
少年身心門診
1
台大兒童醫療
http://www.ntuh.gov.tw/p
台北市中山南 1.兒童及少年心理衛生門診2.精神鑑定業務3.兒童日間留院服務4.兒童青少年全
大樓兒童心理 02-2356-2996 sy/introduce/child/default.
路八號
日住院服務
衛生中心
aspx

榮總兒童青少 02-28732151

馬偕醫院

http://homepage.vghtpe.g 台北市石牌路 1.兒童及少年心理衛生門診2.發展遲緩兒童聯合門診3.精神科急性病房4.青少年
二段201號
日間病房(向日葵學園)5.門診治療團體6.社區及學校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諮詢
ov.tw/~psy/youth.html

台北市中山北
http://www.mmh.org.tw/t
(02)2381-9577
路一段2號7樓 1.兒童及少年精神門診2.兒童及少年精神醫療諮詢3.身心鑑定4.自費心理諮商
aitam/psych/psych01.asp
之8

台北市115南港
02-6617-1885
肯愛社會服務
http://www.canlove.org.t
區忠孝東路六 1.弱勢兒童經濟服務2.成人會心團體3.溫心專線
溫心專線
協會
w/main.asp
2789-3381
段484號B1
http://www.tcreading.org.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日上午九點至晚上十點◎提供男性面對家庭問題時之諮
tw/index.php?option=com
詢與輔導，包括「夫妻關係」、「親子教養」以及其他親屬之相處與溝通障礙
內政部男性關
_content&view=article&i 10055台北市中
0800-013-999
懷專線
d=76:2009-05-06-16-07- 正區徐州路5號 ，或因前述現象引發之家庭暴力事件等狀況。
◎家庭暴力相關法律說明。
31&catid=45:2009-05-06◎家庭暴力問題諮詢轉介服務。
16-05-50&Itemid=88
http://mental.health.gov.t
1.心理健康資訊索取2.心理衛生資訊網站3.心理衛生諮詢服務4.心理健康宣導活
台北市社區心
11008臺北市信
w/WebForm/External/TP
02-3393-7885
動5.社區心理衛生教育課程6.心理健康成長團體7.心理危機輔導服務8.附設心理
理衛生中心
HAboutUS.aspx?Type=0 義區市府路1號 健康門診
1
台北院區
(10449)台北市
02-2531050502-2531- http://www.mmh.org.tw/t 中山區中山北
馬偕協談中心 8595平安線電
路二段92號淡
aitam/priest_dep/priest_de
1.心理諮商2.心理衡鑑3.心理衛生推廣4.團體諮商5.電話協談
(平安線)
水院區(25160)
話 ：2531p09.asp
新北市淡水區
0505；2531民生里民生路
8595
45號

行政專線：
02-2363-2107
電話協談專
10662台北市和
宇宙光全人關
http://www.cosmiccare.or
線：02-2369平東路二段24 1.個別、婚姻、家族輔導與諮商2.兒童心理衡鑑3.兒童遊戲治療
懷機構
2696預約諮商 g/spirit/Introduce-1.asp 號8樓
專線02-23627278

台北市佛教觀
02-2768-7733 http://www.kuanyin音線協會
line.org/

105台北市松山
區南京東路五
電話協談
段251巷46弄5
號7樓

台北市中正區
法鼓山關懷生
http://ddmhsif.org/?page_ 延平南路77號5
02-2311-8585
電話協談
命專線
id=1025
樓(武昌街一段
64號)

勵馨基金會台
http://www.goh.org.tw/ser 台北市羅斯福
北蒲公英諮商 02-2362-2400
性侵害創傷之心理諮詢
vices/dandelion.asp
路二段75號8樓
輔導中心

新北市立聯合
http://www.ntch.ntpc.gov. 新北市三重區
1.兒童及少年精神疾患門診2.心理衡鑑與心理諮商3.青少年保健方案4.駐校心理
醫院(三重院 02-2986-9755 tw/web/Home?command 新北大道一段3
諮詢
區)
號
=display&page=flash

新北市鶯歌區
02-26702304
衛生所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8：00至18：00免費心理師駐點服務
案件項目
申辦項目圖示衛生局
辦理藥品、化粧品、食品送驗申請
辦理護理機構設置、遷移或擴充開業申請
辦理藥商執照污損換發申請
辦理藥商登記項目變更申請
辦理藥商(局)設立登記申請
辦理藥師(生)註銷執業執照申請
辦理藥師(生)執照申請
辦理藥商（公司組織型態）籌設許可申請
http://ing辦理藥商停業登記申請
tph.mohw.gov.tw/pub/PH 23942新北市鶯 辦理藥商復業登記申請
ISSchedule.asp
辦理醫療(事)機構開業、歇業、異動登記
辦理醫事人員執業、歇業、異動登記
辦理醫事人員前往他處執行醫療業務
新北市政府各區衛生所醫療門診標準作業程序
長期照顧服務
辦理護理機構設置、遷移或擴充許可（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
醫療爭議處理
辦理藥物化粧品廣告申請暨展延(新案)
受理精神復健機構設置(變更)許可申請
受理精神復健機構停、歇業申請
辦理食品廣告合法廠商證明
辦理醫院開業登記

1. 急診危機諮商、提供資源連結
2. 自殺個案管理、後續電訪關懷
專線0917-5673. 免費心理諮商
http://www.femh.org.tw/e 220新北市板橋 4. 精神科門診約診服務
995電話
亞東紀念醫院 (02)7728-2169 paperadmin/viewarticle.as 區南雅南路二 5. 社會資源諮詢與轉介
px?ID=4343
段21號
傳 真 77286. 社區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2168
7. 承接政府自殺關懷服務方案
8. 自殺防治專業人員培訓
9. 自殺相關研究計畫

台北院區
台北院區：
(10449)台北市
02-2543中山區中山北 1.院內自殺個案通報系統、提供自殺未遂個案追蹤輔導服務及個案管理。2.辦
馬偕紀念醫院 3535*3680http://www.mmh.org.tw/t
路二段92號淡 理自殺防治相關教育課程。3.提供自殺者遺族心靈照顧計畫。4.設置平安診特
自殺防治中心 3683淡水院 aitam/priest_dep/priest_de
水院區(25160) 別門診，以服務自殺未遂個案及自殺高危險群。
專線
區：02-2809- p09.asp
新北市淡水區 5.自殺求助與防治
4661*2726民生里民生路
2728
45號
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自殺防 02-28332211
治暨藥酒癮防
治中心

http://www.skh.org.tw/D 台北市士林區 1.自殺未遂/藥酒癮個案追蹤輔導服務及個案管理2.個別及團體諮商3.精神科門
111文昌路95號 診
EPalienism/train.html

1. 提供24小時電話關懷、諮詢。
2. 轉介追蹤高風險群。
11558台北市南 3. 連結社會關懷網絡。
行政院衛生署
0800-788-995 http://www.mohw.gov.tw/ 港區忠孝東路6 4. 強化偏遠地區急救能力。
安心專線
CHT/Ministry/Index.aspx 段488號
5. 教育宣導品發放。
6. 大型公關宣傳活動。

性福e學園

(40341)台中市
http://young.hpa.gov.tw/i
(04)22172200
西區民權路95 網路諮商(兩性關係、未婚懷孕、情感困擾)
ndex.asp
號6樓

電 話 ：0210585台北市松
針對因失去親人而有相關悲傷反應之失親兒童，定期輔導，幫助恢復家庭功能
2747-7555傳 http://www.orphan.org.tw
山區寶清街18失親兒基金會
及人際關係。
真：02-2748- /
3號及18-4號
8111

光智基金會

02-28854250、022886-2773

台北市士林區
http://www.brightwisdom.
通河街137號地 青少年夜間心理衛生門診
org.tw/team/team.html
下樓

1.電話或手機
1995社團法人 直撥19952.新
105台北市松山 1.自殺防治2.生活危機調適3.婚姻家庭協談4.精神心理協談5.法律諮詢協談6.青
http://www.life1995.org.t
國際生命線台 北市生命線
區南京東路四 少年輔導
w/content.asp?id=7
灣總會
電話02-8966段183號9樓之1
9955
毒品危害防制
2258-9014
中心
晴美身心科診 電話
(02)2908所
1775
電話
(02)8966亞東醫院
7000傳真
(02)77380026

新北市板橋區
毒癮戒治
英士路192號
新北市新莊區
http://harumipsyclinic.pix
中莊路577號2 入校園駐診服務。兒童少年身心科診斷及治療。社區個案講座。
net.net/blog
樓
新北市板橋區
http://www.femh.org.tw/
南雅南路二段 幸福九號門診(青少年/女特別門診)、家暴/性侵害檢傷服務
mainpage/default.aspx
21號

衛生福利部台
886-2北醫院(社工
22765566
室)

1. 醫療補助
http://www.tph.mohw.gov 新北巿新莊區
思源路127號 2. 協助精神就診會談
.tw/

1. 提供醫療服務。
衛生福利部台
新北市新莊區 2. 兒少精神科醫療服務/鑑定。
http://www.tph.mohw.gov
02-2276-5566
北醫院
思源路
.tw/
3. 精神科社工/急診社工服務。

(03)3281. 提供醫療服務。
1200*3284(急
財團法人林口
https://www.cgmh.org.tw/ 桃園縣龜山鄉 2. 兒少精神/心智科/鑑定服務。
診檢傷社
長庚紀念醫院
branch/branch_lnk.htm
復興街五號
3. 急診/社區社工服務。
工)*5130(社
區業務社工)

1. 一般服務-關懷訪視.醫療福利資訊提供。
台北市中山北 2. 個案服務
財團法人罕見 (02)2521http://www.tfrd.org.tw/tfr
路二段52號10 (1) 社會服務-醫療補助.生活扶助.友善學習宣導.團體活動補助等。
0717(社工專 d/
疾病基金會
樓
線)*161～170
(2) 醫療服務-個案醫療服務.國際檢體轉送.藥物借調與諮詢.營養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