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1 基隆市

基隆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基隆市身

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282之45

號
02-24662355

2 基隆市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15號

3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街100號

4 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230號2樓

5 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482號5樓

6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第一

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新北市愛

智發展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0號1樓
02-29688525

分機17

7 新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家扶發

展學園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45巷

119號
02-89662926

8 新北市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新北市私立中和發展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2樓

之2
02-82263464

9 新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大同育

幼院早期療育部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121巷2號
02-22472455

分機612、614

10 新北市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明新兒童

發展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6巷31

弄1號
02-22473769

11 新北市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蘆洲早療社區據點

12 新北市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三重早療社區據點

13 新北市
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附設

三重日間托育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1段76號 02-85124112

14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委託社團法人新北

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辦理新北

市自閉症潛能發展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73號1樓 02-29822558

15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新北市聖心兒童發展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73號1樓 02-29828424

16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心路

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新北市愛

兒兒童發展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63巷16

號1至3樓
02-29156786

17 新北市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1段12號

(新北市三芝區衛生所)

02-22789888

分機208

18 新北市
新北市三芝區民生街31號2樓

(新北市立三芝幼兒園埔坪分
02-28054232

19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34號(瑞

濱國小)

02-86720713

分機104

20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龍川里中山路2

號(瑞芳國小)

02-86720713

分機10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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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縣市早期療育服務單位一覽表(更新至107年12月)

*橘色底-日間機構               *綠色底-時段服務

*紫色底-到宅服務               *藍色底-時段服務+到宅服務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基隆服務

中心社區療育據點
02-24662355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128巷34

號1樓
02-82855045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21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2號2

樓 (瑞芳明燈公共托老中心)

22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21之1號

（樺興幼兒園）

23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國中新村18號（

星星幼兒園）

24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大埔路國宅新村

30-1 號（育格幼兒園）

25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中山路48之10號

（瑞芳幼兒園）

26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34號(瑞

濱國小)

27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7巷

26號2樓 (汐止忠厚公共托育

28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50號2樓

(汐止北峰公共托育中心)

29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18號1樓

(宏米優質幼兒園）

30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路89號 (向

日葵幼兒園)

31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621號(書

樂幼兒園)

32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08號1

樓(何嘉仁汐止分校)

33 新北市
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附設

三峽日間托育中心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71號7樓

02-26733523

分機126

34 新北市 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11號

2樓之2
02-26845933

35 新北市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樹林早療行動據點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街43號(大

同國小附設幼兒園)
02-29688525

36 新北市
社團法人臺灣遲緩兒天使樂園

協會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 55 號

1 樓（林口區衛生所）
02-29284422

37 新北市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蘆洲早療社區據點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128巷34

號1樓
02-82855045

38 新北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

會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300號1樓

(北海岸歡喜學園)

02-22789888

分機208

02-28054232

39 新北市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五股早療行動據點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4段67之1

號(五股區衛生所)

02-27224136

分機828

40 新北市
新北市萬里區瑪鍊路157號(萬

里區衛生所)

41 新北市
新北市金山區大同里民生路59

號(金山區衛生所)

42 新北市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28之1號

(石門區衛生所)

43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16

號(八里區衛生所)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02-2753085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

會

02-22789888

分機208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瑞芳早療行動據點

02-27224136

分機854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汐止早療行動據點

02-27224136

分機854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44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2段466巷

23號1樓（青子園幼兒園）

45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5號(深

坑區衛生所)

46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文化街45號(深

坑文化公共親子中心)

47 新北市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深坑早療行動據點
新北市深坑、石碇、坪林 02-23673824

48 新北市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貢寮早療行動據點
新北市貢寮、雙溪 02-23673824

49 新北市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雙溪早療行動據點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南街18號

(雙溪區衛生所)

02-23673824

分機106

50 新北市
新北市雙溪區太平路50號3樓

(新北市立圖書館雙溪分館)

51 新北市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79號3樓

(新北市立圖書館貢寮分館)

52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德昌街131號(私

立學詮幼兒園)

53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永昌街220號

(私立愛迪生幼兒園)

54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188號(私

立長青幼兒園)，服務至107年

2月底止

55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永明街22號2樓

(鶯歌昌福公共托育中心)，自

107年3月起服務

56 新北市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里十分街

157號(平溪十分公共親子中

57 新北市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坪

林區衛生所)

58 新北市
新北市烏來區環山路82巷98號

(烏來幼兒園)

59 新北市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烏來街34

號(烏來泰雅公共親子中心)

60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辦理

新北市愛家發展中心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05

號2樓之2
02-29003553

61 新北市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明新兒童

發展中心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泰山幼獅公共托育中心)
02-22473769

62 台北市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

理臺北市城中發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二段172

號
02-2364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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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720713

分機104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明新兒童

發展中心
02-22473769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367382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

會

02-22789888

分機208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367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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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台北市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臺北市私立第一兒童發展
臺北市信義路5段150巷316號 02-27294304

64 台北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臺北市私立婦幼家園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80巷42弄6號
02-87925072

65 台北市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

理臺北市永明發展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115

號4~6樓
02-28283051~3

66 台北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

教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至德

聽語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健

康大樓三樓)
02-28201825

67 台北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

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

聖文生兒童發展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90巷

20號
02-28237730

68 台北市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

理萬芳發展中心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一段55號

2樓
02-22396217

69 台北市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臺北市私立心路兒童發展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32號

02-25080635

02-25080645

70 台北市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經營

管理大同發展中心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2號6、7

樓
02-25986886

71 台北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育仁兒

童發展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387巷15

號
02-23078393

72 桃園市 聲暉協進會 桃園巿桃園區復興路470號1樓
03-2841540

03-2841844

73 桃園市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寶貝潛能

發展中心
桃園巿桃園區新生路165號4樓 03-3328338

74 桃園市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

金會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 03-2658070

75 桃園市 聲暉協進會 桃園巿平鎮區承德路8巷22號
03-2841540

03-2841844

76 桃園市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私立心路桃園發展中心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192巷

1號
03-4938652

77 桃園市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社區療育據點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192巷

1號
03-4936040

78 桃園市
財團法人臺灣省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附設桃園市私立天使發展
桃園市八德區永安街13巷18號 03-3675235

79 桃園市

財團法人臺灣省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附設桃園市天使發展中心

辦理大溪早療社區據點

桃園市大溪區僑愛一街27號
03-3078071

0972-735099

80 新竹縣 社團法人臺灣新願社會福利協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五街90號2 0971-412807

81 新竹縣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竹分事務所社區療育據點

結合新豐鄉衛生所辦理定點療

育
03-5626210

82 新竹縣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竹分事務所社區療育據點

結合寶山鄉衛生所辦理定點療

育
03-5626210

83 新竹縣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竹分事務所社區療育據點

結合新竹家扶中心竹東服務處

辦理定點療育
03-562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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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新竹縣
社團法人臺灣行動兒童療育協

會社區療育據點

新竹縣北埔鄉埔心街109巷36-

1號(服務單位辦公地址)
0926-006028

85 新竹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竹分事務所

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343-1

號3樓
03-5341078

86 新竹市 社團法人新竹市聲暉協會 新竹市東區東南街142巷28號- 03-5610268

87 新竹市

新竹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心路

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新竹

市兒童日間服務中心

新竹市東區竹蓮街6號7樓 03-5612511

88 苗栗縣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服務

事業基金會

苗栗縣苗栗市嘉新里經國路四

段851號地下1樓
037-262604

89 苗栗縣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

院

苗栗縣苗栗市嘉新里經國路4

段851號4樓
037-268995

90 苗栗縣
財團法人臺灣省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附設苗栗縣私立聖家啟智
苗栗縣竹南鎮自由街97號

037-460142

分機117

91 苗栗縣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苗栗分事務所

苗栗縣大湖鄉靜湖村和平路28

號
037-996334

92 苗栗縣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

院辦理早期療育通苑社區據點

苗栗縣通霄鎮通西里中山路

163號
037-765322

93 苗栗縣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

院早期療育社區據點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7鄰253之

1號(私立小豆荳幼兒園)
037-268995

94 台中市
臺中市惠永多元發展復健教育

協會附設惠永兒童發展中心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03號2

樓之2
04-23711110

95 台中市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屬臺中育嬰院
臺中市西區樂群街134號 04-23727190

96 台中市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瑪利亞啟智學園

臺中市西區柳川東路二段76巷

2號
04-23716701

97 台中市 社團法人臺灣應用行為分析協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176號 04-22134131

98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中杏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北區兒童發展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375號4樓A 04-22359622

99 台中市 臺中市兒童多元發展教育協會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4段202號5 04-22313959

100 台中市 社團法人臺中市智障者家長協 臺中市北區德化街101號5樓之 04-23809595

101 台中市
心晴社會福利發展協會臺中兒

童療育站
臺中市北區錦新街26號9樓 04-22253726

102 台中市 臺中市腦性麻痺關懷協會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國立

中興大學附設游泳池)
04-23721761

103 台中市
社團法人臺灣適應水中活動暨

動作知能發展協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USB游

泳大學
0921-266416

104 台中市 童言樂語語言治療所 臺中市南區南和二街7號 0963-513128

105 台中市
社團法人彰化縣樂說多元專業

服務發展協會-臺中療育站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十路213號1

樓
04-22657605

106 台中市
社團法人臺中市香柏木健康關

懷協會
臺中市南區仁義街246號 04-22759160

107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中杏社會

福利基金會(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二路188號6

樓
04-23588113

108 台中市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

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至德

聽語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256巷

6號4樓之1
04-24522992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109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家扶發

展學園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103

號
04-23151010

110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

管理臺中市愛心家園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

號

04-24713535

分機2002

111 台中市
社團法人臺中市響響輔具科技

協會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1段283號 04-24700189

112 台中市 社團法人臺中市聲暉協進會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 04-24711137

113 台中市
財團法人十方啟智文教基金會

附設十方啟能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里橫坑巷

77-2號
04-22393008

114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

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155號 04-25249769

115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中杏社會

福利基金會(豐原區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豐南街2號5樓 04-25356957

116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

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街5之2號 04-26365175

117 台中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102號 04-24070915

118 台中市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

會辦理大里早療社區據點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1033號 04-24964313

119 台中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2段1號 04-25335276

120 台中市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

會辦理太平早療社區據點

台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二段161

號
04-22781006

121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財團法

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烏日區兒童發展行動據點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里活動中心
04-24713535

分機2004 

122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臺中市大雅區忠義里仁愛路80

號

04-25249313

04-26369313

123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臺中市神岡區福成路76號(臺

中市神岡區圳堵里活動中心)

04-25249313

04-26369313

124 台中市

臺中市大肚區永和里永和街

11-1號(臺中市大肚區永和社

區活動中心)

125 台中市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榮華街1

號(大肚衛生所)

126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臺中市清水區海風里海風二街

326巷13弄12號(臺中市清水區

海風里社區活動中心)

04-25249313

04-26369313

127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

能發展中心社區療育據點
臺中市大甲區新政路518號

128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

能發展中心大甲早療社區據點
臺中市大甲區新政路162號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04-25249313

04-26369313

04-26765456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129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臺中市后里區三光路42號(臺

中市后里區鎮安宮會議室)

04-25249313

04-26369313

130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

能發展中心辦理東勢早療社區
臺中市東勢區中興街61號 04-25773885

131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臺中市東勢區慶東里慶東街慶

城2巷5號(臺中市東勢區慶東

活動中心)

04-25249313

04-26369313

132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4段207號
04-25249313

04-26369313

133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

能發展中心辦理梨山早療行動
未設置社區療育據點 04-25356413

134 台中市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臺中市山海區兒童發

展資源車服務

臺中市和平區東崎路1段育英

巷36號(臺中市區立和平幼兒

園達觀分班)

04-25249313

04-26369313

135 台中市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

能發展中心和平早療行動據點
無租屋 04-25356413

136 彰化縣 樂說多元專業服務發展協會 彰化市天祥路53號 04-7613138

137 彰化縣 彰化縣寶貝成長家園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47巷13號2 04-7288908

138 彰化縣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生仁愛 彰化縣彰化市慈生街72號 04-7222735

139 彰化縣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家扶發

展學園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160號 04-7569336

140 彰化縣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希望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

2-9號3樓
04-8536868

141 彰化縣
財團法人希望社會福利慈善基

金會希望家園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

2-7號
04-8536868

142 彰化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附

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民生路50

號

04-8374936

04-8338156

143 彰化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附

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中心辦

理永靖早療社區據點

彰化縣永靖鄉永南村西南巷60

號
04-8232926

144 彰化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附

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三段512

號

04-8893730

04-8899677

145 彰化縣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

樂保育院

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7

號

04-8960271

分機144

146 彰化縣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基督教喜

樂保育院-走動式據點服務
未設置社區療育據點

04-8960271

分機144

147 彰化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附

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社

區療育據點

彰化縣田中鎮大社路一段216

巷100弄20號

04-8893730

04-8899677

148 彰化縣
「樂點x樂籽屋」社區療育據點

(伸港鄉)
彰化縣伸港鄉忠孝東街50號

04-7569336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149 彰化縣
「樂點x樂籽屋」社區療育據點

(埔鹽鄉)

彰化縣埔鹽鄉廍子村光明路1

段29號

150 彰化縣
「樂點x樂籽屋」社區療育據點

(線西鄉)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寓埔路

177-1號

151 南投縣 南投縣早期療育中心 049-2200256

152 南投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社

區療育據點

049-2205345

049-2200256

153 南投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南

投國姓行動據點
049-2236157

154 南投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埔

里早療社區據點

南投縣埔里鎮大城里大城路

217號
049-2919232

155 南投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水

里早療社區據點
南投縣水里鄉七賢二街46號 049-2777112

156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天主

教若瑟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斗

六區早期療育日間托育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3樓
05-5361211

05-5342498

157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臺灣

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附設雲

林縣私立家扶發展學園辦理西

螺區早期療育日間托育中心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227號 05-5878313

158 雲林縣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雲林縣私立家扶發

展學園

雲林縣虎尾鎮穎川里頂南56號

1樓
05-6361712

159 雲林縣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雲林縣私立家扶發

展學園辦理北港社區療育據點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332號 05-7834492

160 雲林縣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雲林縣私立家扶發

展學園辦理北港早療社區據點

雲林縣北港鎮吉祥路168號 05-7836437

161 雲林縣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雲林縣私立家扶發

展學園辦理麥寮早療社區據點

雲林縣麥寮鄉中正路27號 05-6930311

162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天主

教若瑟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口

湖區早期療育日間托育中心

雲林縣口湖鄉過港村119號 05-7894803

163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天主

教若瑟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臺

西區早期療育日間托育中心(早

期療育機構)

雲林縣臺西鄉五榔村17-1號 05-6986593

164 嘉義縣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附設嘉義市私立晨光

智能發展中心-阿里山行動據點

嘉義縣阿里山樂野村3鄰97-2

號
05-2561573

165 嘉義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

設嘉義縣私立聖心教養院

嘉義縣朴子市博文街151號(早

期療育中心地址)
05-3793541

04-7569336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87號2

樓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166 嘉義縣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附設嘉義市私立晨光

智能發展中心社區療育據點

未設置據點 05-2759128

167 嘉義市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附設嘉義市私立晨光

智能發展中心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忠孝一街98

號

05-2765041

分機8910

168 嘉義市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附設嘉義市私立晨光

智能發展中心發展遲緩兒童到

宅及社區療育服務方案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忠孝一街98

號

05-2759128

05-2759129

169 嘉義市

嘉義市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伊甸

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嘉義市身

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嘉義市西區錦州二街36號
05-2834275

分機12

170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光明早

期療育中心

臺南市東區光明街191號 06-2365445

171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仁德行動據
無設置據點 06-2365445

172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瑞復益智

中心安平本部
臺南市安平區漁光路134號

06-3911531

分機254

173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瑞復益智

中心安南分部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6段126巷

56號
06-3554816

174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瑞復益智

中心社區療育據點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822

號
06-2563797

175 台南市
臺南市政府委託民間辦理臺南

市歸仁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臺南市歸仁區信義南路78號3

樓
06-3307449

176 台南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

葦啟智中心
臺南市新市區中正路169號

06-5890260

分機117

177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

中心
臺南市玉井區中華路200號 06-5742219

178 台南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伯利恆文教基

金會承辦臺南市溪北區嬰幼兒

發展中心

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517號 06-7830456

179 台南市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德蘭啟智

中心社區療育據點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里79號 無

180 台南市
財團法人伯利恆文教基金會社

區療育據點
臺南市東山區新東路一段35號

06-7830456

分機125

181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高雄市三民兒

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75 號 07-3928043

182 高雄市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

發展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69號2、3

樓
07-5586331

183 高雄市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愛森兒童

發展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611 號 07-5812946

184 高雄市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

發展中心辦理草衙行動據點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100號9

樓
07-5586331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185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委託辦理兒童發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392號2

樓

07-8151500

分機217

186 高雄市
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附設高雄市私立至德聽語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88號3

樓
07-7279468

187 高雄市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淵啟仁

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義勇路149 號

07-7497717

07-7497921

188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鳳山區兒童早

期療育發展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630號 07-7630369

189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岡

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131號 07-6226730

190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旗津早期療育

資源服務據點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623號 07-5710885

191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旗山區兒童早

期療育發展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7 號 07-6618106

192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小港早期療育

資源服務據點

高雄市小港區博學路369號5樓 07-8010463

193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阿蓮早期療育

資源服務據點

高雄市阿蓮區成功街66號 07-6311231

194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北

區兒童發展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 巷19

號

07-3684493

07-3616048

195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林園早期療育

資源服務據點

高雄市林園區中芸路3 之100

號（中芸國中內）
07-6433361

196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甲仙早期療育

資源服務據點

高雄市甲仙區林森路15號 07-6751785

197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鹽埕早期療育

資源服務據點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79號4樓 07-5335011

198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委託辦理大社早期療育

資源服務據點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65號4樓

（大社老人文康活動中心內）
07-3527465

199 高雄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社區療育據點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193

號（龍興國小內）
07-6894164

200 高雄市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

發展中心-梓官社區據點
高雄市梓官區仁愛路134號

07-6191293

0909775071

201 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辦理屏北早療行動據點
未設置社區療育據點

08-7366294

分機229

0963-617789

202 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19號 08-7366294

203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兒童早期療育發展

中心
屏東縣東港鎮新興二街41號 08-8336925



序號 縣市 單位 地址 連絡電話

204 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辦理高樹(沿山)早療社區據點
屏東縣高樹鄉青雲路7號

205 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內埔早療行動據點
未設置據點

206 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屏東長治行動據點
未設置據點

207 屏東縣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社區療育據點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義新路12

巷36號
08-7872956

208 宜蘭縣 雅文聽語訓練中心 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4樓 03-9310525

209 宜蘭縣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宜蘭分事務所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12-1號

1樓

03-9333676

分機103-105

210 宜蘭縣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2樓 03-9334040

211 宜蘭縣 親愛社工師事務所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路56巷6號1 03-9572495

212 宜蘭縣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社區療育據點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26

號
無

213 宜蘭縣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社區療育據點
未設置據點 03-9353265

214 花蓮縣 花蓮縣兒童發展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順興路3號 03-8227083

215 花蓮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玉

里工作站
花蓮縣玉里鎮莊敬路8號2樓 03-8870979

216 花蓮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社

區療育據點
花蓮縣瑞穗鄉中華路67號 03-8870979

217 花蓮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行

動小站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太平79之

1號
03-8870979

218 花蓮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行

動小站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村8號 03-8870979

219 花蓮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行

動小站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村紅葉10號 03-8870979

220 台東縣 臺東縣兒童發展療育中心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北路374號 089-333973

221 台東縣
臺灣公益社會實踐協會成功社

區療育據點

臺東縣成功鎮三民里三民路18

號(三民國小內)
089-854822

222 台東縣
臺灣公益社會實踐協會長濱社

區療育據點

臺東縣長濱鄉長濱村15鄰長濱

180號
089-832850

223 台東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太

麻里社區服務據點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民權路

22號
089-781252

224 台東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工

作站

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二段137

號
無

225 台東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社

區療育據點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里7鄰永豐

16號(德高國小)
無

226 台東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工

作站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1號

(海端國中)
無

227 台東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大

武社區療育工作站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客庄路48

號
0927-098255

228 台東縣
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工

作站
臺東縣池上鄉新興村6鄰80號 無

08-7366294

分機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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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澎湖縣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澎湖工作站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澳165號 06-9212009

230 澎湖縣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

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41巷3號 06-9261790

231 澎湖縣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

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辦理

西嶼池東社區據點

澎湖縣西嶼鄉池東村138-1號 06-9984163

232 金門縣 早期療育聯合服務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1-1號1樓
082-337886

082-330995

233 金門縣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

會服務據點
金門縣烈嶼鄉羅厝6之1號2樓 082-337886

234 連江縣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31號5樓

(馬祖綜合福利園區)
0836-23923

235 連江縣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馬祖分事務所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63-1號1

樓
0836-23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