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區 性質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職稱 地址

1 三重 其它 太平洋花園廣場 管理委員會 總幹事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0巷22號之1
2 三重 其它 西班牙水花園社區 林副理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65巷11號

3 三重 教會 厚德教會 李佳儒/呂 牧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6號
4 三重 教會 仁義教會 蔡東旭 牧師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巷75號
5 三重 職場 新竹物流三重營業所 賴盈竹 護理師 新北市三重區重光街50號
6 三重 教會 三重靈糧堂 萬游艷凰 師母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1號
7 三重 里辦 三重福民里 林麗枝 里長 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南路221巷40號

8 士林 職場 士林.北投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 吳小蓉 社工師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87號3樓之1

9 士林 教會 士林教會 許承道 牧師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5巷9號
10 大同 教會 大橋教會 林進祥 長老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二段67號
11 大同 里辦 國順里辦公室 陳穎慧 里長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3段124號
12 大同 職場 台北市大同區公所(志工隊) 周政邦 代理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7號4樓

13 大同 里辦 至聖里辦公室 楊秀龍 里長 民族西路169巷38號

14 大同 教會 OIKOS(大稻埕福音中心) 李金華 同工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60巷2號
15 大同 教會 大稻埕教會 趙曉慧 幹事 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40號
16 大同 里辦 建功里辦公室(圓環社區發展協會) 邱麗秋 理事長 台北市重慶北路1段83巷37號
17 大同 教會 北門教會 陳宇全 牧師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78巷3弄5號
18 大同 教會 建成教會 許靜惠 長老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77巷29號
19 大同 里辦 大有里辦公室 許美智 里長 台北市大同區民樂街179號1樓
20 大同 職場 西區單親 張安嵐 專員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7樓
21 大同 里辦 朝陽里辦公處 呂國維 里長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46巷6號(新)
22 大安 教會 城東教會 葉榮生 牧師 台北大安區安和路一段45號
23 中山 里辦 圓山里辦公室 葉建輝 里長 台北市新生北路3段82巷32號1樓
24 中山 職場 台北市社區生活美學營造學會 蔡采均 志工督導 台北市林森北路472號B1
25 中山 教會 中山教會 林學裕 長老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2號

26 中山 教會 新興教會 楊勝榮 牧師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43巷2號
27 中山 里辦 龍洲里辦公室 陳世明 里長 台北市中山區龍洲里興安街59號
28 中山 職場 台灣大車隊 車隊發展處  吳學文 主任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136號
29 中山 教會 圓山長老教會(中華萌愛關懷協會) 盧瑩僡 牧師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60號B1

30 中山 校園 私立大同高中同心園關懷站 翁真心 校護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40號

31 中山 職場 大倉久和大飯店 吳月雲 護理師 台北市南京東路1段9號
32 中山 職場 喜憨兒基金會(大同中山身障中心) 李宜倫 社工師 台北市長安西路5巷2號

33 中山 其它 文昌宮 黃忠慶 主委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45巷9號
34 中山 其它 政慧基金會 陳小蓉 柲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60號7樓

35 中山 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羅素燕 同工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5巷39號
36 中山 教會 永樂教會 呂秉衡 牧師 台北市遼寧街105巷37號
37 中山 職場 東南旅行社 人資室 李思薇 課長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0號

38 中山 校園 五常國小 楊佾平 校護 台北市中山區五常街16號
39 中山 里辦 集英里辦公室 賴政庸 里長 台北市天祥路9號
40 中山 職場 國賓飯店 江茱宜 護理師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5巷9號3樓
41 中山 里辦 民安里辦公室 羅孝英 里長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3號3樓之1
42 中山 里辦 劍潭里辦公處 王迎珠 里長 台北市中山區通北街143號
43 中正 協會 歐伊寇斯OIKOS社區關懷協會 包珊熒 幹事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5-1號B1
44 中正 教會 中央教會 梁世賢 長老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96號11樓

45 北投 教會 錫安教會 張旂 傳道 台北市北投區吉利街231號
46 松山 職場 萬海航運船務部 船員人力資源課 李昱欣 專員 台北市敦化北路122號10樓
47 新莊 教會 三和教會 林信澤 牧師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929巷26號
48 新莊 教會 幸福教會 陳欽明 執事 新北市新莊區福樂街78號1樓
49 萬華 教會 艋舺教會(松年大學) 杜岱玲 老師 台北市貴陽街2段94號
50 萬華 教會 華興教會 許健仁 牧師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17號
51 蘆洲 職場 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李侑錫 經理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235-1號
52 蘆洲 教會 蘆洲教會 何國祥 長老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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