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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北 心路兒童發展中心 47 新北 新北市愛樂發展中心 93 台中 台中信望愛沙鹿社區據點 139 高雄
高雄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中心

2 台北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 48 新北 崇愛發展中心 94 台中 台中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140 高雄 高雄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3 台北 萬芳發展中心 49 新北 愛智發展中心 95 台中 台中信望愛豐原中心 141 高雄 三民兒童早療發展中心

4 台北 城中發展中心 50 新北 愛新發展中心 96 台中 陽光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142 高雄 高雄聖淵啟仁中心

5 台北
心路台北社區生活支持中

心
51 新北

永和天主堂樂齡健康活力

中心
97 台中 台中慈愛智能發展中心 143 高雄 無障礙之家兒童發展中心

6 台北	 心路早療外展服務中心 52 新北 雙連社福基金會 98 台中 家扶台中發展學園 144 高雄 高雄市兒童發展協會

7 台北 心路臺北市金龍發展中心 53 新北 新北三重日間托育中心 99 台中 臺中至德聽語中心 145 高雄 心路一家工場

8 台北 心路機動工作隊 54 新北 新北三峽日間托育中心 100 彰化 彰化家扶發展學園 146 高雄 心路工坊博愛站

9 台北
士林北投區早期療育社區

資源中心
55 新北 新北愛維養護中心 101 彰化 樂籽屋社區據點(樂點) 147 高雄 心路工坊楠梓站

10 台北 育成社區作業心願工坊 56 桃園 心路桃園發展中心 102 彰化 彰化聖家啟智中心 148 高雄
心路高雄社區生活支持中

心

11 台北 育成社區作業設施蘭興站 57 桃園 天使發展中心 103 彰化 靖寶童趣屋(永靖據點) 149 高雄 高雄市左營啟能中心

12 台北 育成社區作業夢想工坊 58 桃園
大溪早療社區據點

蒲公英親子館
104 彰化 彰化希望家園 150 高雄 高雄市新興啟能照護中心

13 台北 育成基金會(總部) 59 桃園 桃園德來會 105 彰化 彰化慈生仁愛院 151 高雄 高雄尚禮社區照顧中心

14 台北 南港養護中心 60 桃園
桃園身障者恆愛日間托育

服務中心
106 彰化 彰化聖智啟智中心 152 高雄 高雄大同社區照顧中心

15 台北 東明扶愛家園 61 桃園 桃園路得啟智學園 107 彰化
彰化慈恩全日型住宿生活

照顧
153 高雄 私立高雄仁愛之家(家本部)

16 台北 天生我才大安站 62 桃園
桃園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

心
108 南投 南投縣早期療育中心 154 高雄

私立高雄仁愛之家玫瑰園

養護所

17 台北 大安工坊 63 桃園 桃園仁友愛心家園 109 南投 親子樂活堡 155 高雄
私立高雄仁愛之家慈惠醫

院

18 台北
麟光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中心
64 桃園 桃園方舟啟智教養院 110 南投 埔里樂齡健康活力中心 156 高雄

私立高雄仁愛之家慈愛老

人養護中心

19 台北 台北市南區輔具中心 65 桃園 桃園安康啟智教養院 111 南投 南投德安啟智教養院 157 高雄 高雄至德聽語中心

20 台北
中正萬華區身心障礙者資

源中心
66 桃園 桃園希望家園 112 南投 南投復活啟智中心 158 高雄 高雄脊髓損傷者成功之家

21 台北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幸

安學坊
67 桃園 桃園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 113 南投 南投懷恩養護復健中心 159 屏東 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22 台北 信義南港區身障資源中心 68 桃園 桃園長長教養院 114 雲林 雲林家扶發展學園(西螺) 160 屏東 內埔、屏北早療社區據點

23 台北 臺北市弘愛服務中心 69 桃園 桃園真善美家園 115 雲林 雲林家扶發展學園(虎尾) 161 屏東 高樹早療社區據點

24 台北 台北永福之家 70 新竹 仁愛啟智中心 116 雲林
雲林口湖鄉老人福利協進

會
162 屏東

屏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

心

25 台北 臺北聖安娜之家 71 新竹 新竹市伯大尼 117 雲林 雲林身心障礙者重建協會 163 屏東 屏東啟智教養院

26 台北 龍山啟能中心 72 新竹
新竹市伯大尼老人養護中

心
118 雲林 華聖啟能發展中心 164 屏東 屏東福慧大同之家

27 台北 台北一壽照顧中心 73 新竹 新竹拙茁家園 119 嘉義 嘉義聖心教養院早療中心 165 宜蘭 宜蘭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28 台北 台北至德聽語中心 74 新竹 新竹由根山居 120 嘉義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 166 宜蘭 宜蘭聖嘉民啟智中心

29 台北 台北彩虹村家園 75 新竹 新竹華光智能發展中心 121 嘉義 雙福基金會 167 宜蘭 宜蘭竹峖身心障礙養護院

30 台北 台北陽明養護中心 76 新竹 新竹香園紀念教養院 122 嘉義 嘉義敏道家園 168 宜蘭 宜蘭懷哲復康之家

31 台北 自閉兒基金會 77 苗栗 幼安教養院日托中心 123 台南 台南德蘭啟智中心 169 花蓮 花蓮美崙啟能發展中心

32 台北 臺北大同發展中心 78 苗栗 通苑早療社區據點 124 台南 光明早療中心 170 花蓮 花蓮黎明教養院

33 台北 臺北市三玉啟能中心 79 苗栗 幼安教養院 125 台南 溪北區嬰幼兒發展中心 171 花蓮 門諾基金會吉安工作站

34 新北 中和發展中心 80 台中 台中十方啟能中心 126 台南 蘆葦啟智中心 172 花蓮 門諾基金會花蓮工作站

35 新北 明新兒童發展中心 81 台中 台中市愛心家園早療中心 127 台南 瑞復益智中心 173 花蓮 門諾基金會花蓮交通中心

36 新北 新北市家扶發展學園 82 台中 大里早療社區據點 128 台南 安南早療社區據點 174 台東 台東牧心智能發展中心

37 新北 新北市愛兒兒童發展中心 83 台中 太平早療社區據點 129 台南 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 175 台東 台東救星教養院

38 新北 新北市聖心兒童發展中心 84 台中

台中市愛心家園日間托育-

生活支持服務中心、技能

養成中心

130 台南
臺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體

適能中心
176 台東 門諾基金會台東交通中心

39 新北 心路新北市愛重服務中心 85 台中
台中市愛心家園日間托育-

技能養成第一中心
131 台南 台南菩提林教養院 177 澎湖 澎湖惠民啟智中心

40 新北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建服務中心(新店)
86 台中 瑪利亞啟智學園 132 台南 衛福部臺南教養院 178 澎湖 心路樂朋家園

41 新北 新北市慈佑庇護工場 87 台中 瑪利亞霧峰教養家園 133 台南 台南心德慈化教養院 179 金門 金門早期療育中心

42 新北 新北市慈泰庇護工場 88 台中 生命教育中心 134 台南 台南長泰教養院 180 金門 金門晨光教養家園

43 新北 育成社區作業恆德站 89 台中 瑪利寶寶啟蒙中心 135 台南 台南康寧教養院 181 金門 金門福田家園

44 新北
新北市幼兒潛能開發服務

站
90 台中

臺中市兒童發展啟蒙資源

中心
136 台南

台南蓮心園基金會附設啟

智中心

45 新北
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

建服務中心(三重)
91 台中

台中市愛心家園附設醫務

室
137 台南 朝興基金會

46 新北 新北市愛家發展中心 92 台中 台中聖母聖心修女會 138 高雄 高雄北區兒童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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