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編號 團體名稱 服務項目 所在縣市 地址 電話

1 財團法人基督教更生團契 宗教輔導 台北市松江路132巷3號4樓 02-25368846

2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 宗教輔導 台北市懷寧街47-1號2樓 02-23813283

3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宗教輔導 台北市松隆路327號8樓 02-27608623

4 愛加倍關懷協會 宗教輔導 台北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2樓205室 02-25869329

5 禪宗佛教會 宗教輔導 台北市大同區承德路一段 17 號 02-2558-3707

6 法鼓山(農禪寺) 教育宣導 台北市大業路65巷89號 02-28933161

7 中華民國天主教監獄服務社 宗教輔導 台北市樂利路94號 02-27392020

8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金會 教育宣導 台北市鄭州路40號3樓 02-25592059

9 財團法人釋迦牟尼佛救世基金會 宗教輔導 台北市承德路一段17號4樓 0800-000095

10 萬安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訓檢定 台北市中山區復興北路420號16樓 02-25165788

11 財團法人淨化社會文教基金會 宗教輔導 松山區民生東路5段69巷21弄15號1樓 02-82611993

12 天主教監獄服務社曙光會 宗教輔導 台北市大安區樂利路94號 02-27372839

13 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 宗教輔導 新北市保福路二段23巷37號 02-29270010

14 基督教希望教會 宗教輔導 新北市新民街178巷30之4號 02-28833203

15 利伯他茲基金會 宗教輔導 新北市新店區三民路19號 02-29158300

16 社團法人中華趕路的雁全人關懷協 短期安置 新北市淡水區糞箕湖100號 02-8626-3466

17 耕心家園 短期安置 新北市鶯歌區育德育街21號 02-26701466

18 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金會 宗教輔導 基隆市 基隆市仁愛區愛九路1號10樓 02-24224004

19 宜蘭渡安居 短期安置 宜蘭縣 逕洽財團法人更生保護會宜蘭分會 03-9252346

20 希伯崙關懷協會 短期安置 桃園縣 桃園縣楊梅鎮青山二街327巷16號 03-4962916、4962916

2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彌勒大道總會 宗教輔導 新竹縣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4寮1號 03-5806596

22
財團法人苗栗縣私立大千社會福利

慈善事業基金會
追蹤輔導 苗栗縣 苗栗縣苗栗市大同路151號 037-366339

23 基督教台中更生團契 宗教輔導 臺中市遊園路一段92號 04-26916081-2

24 崇仁文教基金會 宗教輔導 408台中市南屯區大光街3號 04-23256895

25 社團法人台灣露德協會 追蹤輔導 台中市中區綠川東街32號12樓之11 04-22295550

26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 宗教輔導 台中市民權路314巷2號 04-2305-4073

27 台中市殯葬商業同業工會 職訓檢定 台中市北區五順街21號 04-22313736

28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更生團契(馨 短期安置 機構保密地址逕洽聯絡人 04-26916081

29 中台禪寺台中南屯分會普安精舍 宗教輔導 台中市西區南屯路一段216號 04-23782175

30 台灣省社區關懷協會 心靈支持 台中市烏日區公園路352巷30號 04-23386652

31 慈濟台中分會南屯二區慈誠委員 心靈支持 台中市民權路314巷2號 04-23054073

32 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會 追蹤輔導 台中市豐原區明義街46號 04-25150905

33 臺中市新生命戒癮成長協會 追蹤輔導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路28號 04-25772119

34 社團法人台中市搜救協會 追蹤輔導 台中市北區忠明路502-7號B1 04-22069797

35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追蹤輔導 台中市北區太平路70號 04-22298885

36
中華民國天主教監獄服務社台中教

區分社─天主教曙光會
宗教輔導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路1號 04-23892731

37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更生團契 宗教輔導 台中郵政47-41號信箱 04-26916081

38 基督教台中生命之道靈糧堂 宗教輔導 台中市西區中港路一段160號A棟 17樓 04-23261514

39 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金會 心靈支持 台中市北屯區三光巷33至7號4樓 04-22364612

40 台中蓮社 宗教輔導 台中市南區民生路9巷32號 04-22223737

41 社團法人台北露德協會 教育宣導 台中市中區柳川東路32號12樓之11 04-22295550

42 亞洲大學司法保護暨社區關懷中心 追蹤輔導 台中市霧峰區柳豐路500號 04-23323456

43 榮儀禮儀社 職訓檢定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東方里彰馬路120巷30號 0910-446150

44 雲林縣生命線協會 家庭支持 雲林縣 雲林縣斗六市莊敬路347巷30弄37號4樓 05-5354616

45 南華大學生死系 職訓檢定 嘉義縣大林鎮南華路一段55號 05-2721001

46 財團法人雙福社會福利慈善事業基 家庭支持 嘉義市忠孝路670-1號 05-2712845

47 大覺同心會 宗教輔導 台南市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路341巷2號 06-2054756

48 佛光山宗教團體 宗教輔導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路153號 07-5511237

49 財團法人「張老師」基金會高雄事 心靈支持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路412號 07-3333221

50 高雄市光行者成長協會 心靈支持 高雄市三民區臥龍路99巷1號17樓 07-3870835

51 高雄市臨床心理師公會 心靈支持 高雄市三民區永年街68號 07-3975646

52 繪心庭心理諮商所 心靈支持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路620號 07-5530101

53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立慈暉關懷學園 短期安置 高雄市鳳山區鳳崗路1-3號 07-7471393

54 基督教火車頭教會 宗教輔導 高雄市河北二路50之1號 07-2851185

55 基督教高雄更生團契 宗教輔導 高熊市三民區河北二路50之1號3F 07-5520110

56 佛光山慈悲基金會 宗教輔導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路153號 07-6561921

57 臺灣法輪大法學會 宗教輔導 高雄縣路竹鄉潭墘路233號 07-6960513

58 天主教監獄服務社 宗教輔導 高雄市三民區安寧街31巷2弄2號 07-3234162

59 基督教恩友中心 宗教輔導 高雄市鳳山區真君路2巷13號 07-7961674

60 中國儒教會 宗教輔導 高雄市鳳山區忠誠里17鄰鳳誠路60巷27 07-7314708

61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立基督教沐恩之 宗教輔導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路372號 07-7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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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望愛基金會

(高雄)
宗教輔導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里立文路77號 07-5567873

63 和氣大愛文教基金會 團體輔導 高雄市三民區北平一街172巷16-2號 07-3218987

64 中華文化生活學會 團體輔導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路210號7F-1 07-5215455

65 陽光操讀書會 心靈支持 高雄市鳥松區明湖路87號8樓 07-7325685

66 東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訓練 高雄市小港區立群路81號10樓 07-8036763

67 中華銲接技術社 職業訓練 高雄市仁武區竹楠路23號 07-3745438

68 社團法人中華更生文教基金會 職業訓練 高市左營區崇德路22號 0930-609096

69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 家庭支持 屏東市豐年街39號 08-7364783

7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基 宗教輔導 花蓮縣花蓮市中央路三段703號 03-8561825

71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 宗教輔導 花蓮縣秀林鄉佳民村1號 03-8265333

72 中華民國無犯罪促進會 教育宣導 花蓮市裕祥路10號 03-8537976

73 財團法人臺灣省臺東縣基督教晨曦 宗教輔導 臺東縣卑南鄉美農斑鳩160號 089-571678

74 社團法人中華毒害覺醒菩堤大協會 宗教輔導 臺東卑南鄉明峰村鹿鳴橋7號 089-57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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