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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縣衛生局 970 花蓮縣花蓮市新興路200號 林運金 李美靜 技士 03-8227141轉236 03-8230390 http://www.hlshb.gov.tw/

10402 花蓮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榮觀協進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37號 趙瑞平 許碧珠 秘書 03-8323031、0937-281910 03-8362169 http://www.hlc.moj.gov.tw/np.asp?ctNode=27299&mp=024

1040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 更生保護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黃淑珠 徐敏娥 主任 03-8226153轉158 03-824037 http://www.after-care.org.tw

10404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花蓮分會 犯罪被害人協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5號 廖明山 許華寧 秘書 03-8239107 03-8239108 http://www.cvpa.org.tw

10405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 主愛之家輔導中心 972 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1號 謝立德 陳秀娟 社工 03-8260360轉27 03-8262611 http://www.vsg.org.tw

10406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少年之家 芥菜種會少年之家 970 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豐村23號 吳瑞仁 簡玉晴 03-8562343 03-8461062 http://www.mustard.org.tw

10407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附設花蓮縣私立信望愛少年學園 信望愛少年學園 976 花蓮縣光復鄉大興村民族街2號 黃明鎮 陳曉盈 03-8700046 03-8702938 http://www.pftaiwan.org.tw

10408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門諾慈善基金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6-3號2樓之1 林久恩 吳柏宏 組長 03-8338009轉146 03-8338055 http://www.mf.org.tw

10409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善牧中心 基督教善牧中心 970 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12號6樓 廖証道 吳婉婷 社工 03-8328000 03-8323280 http://www.mgsc.org.tw

1041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 黎明教養院 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2-2號 廖証道 曾芷璇  社工 03-8321220轉1141 03-8311473 http://www.newdawn.org.tw

10411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伯特利會總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長榮養護院 長榮養護院 973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五街550號 彭貴稜 陳致佑 03-8420122 03-8421441 http://engh.idv.bz

10412 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基督教宣教士差會附屬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畢士大教養院 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八街1號 顧美玲 柯遜逸 03-8223908轉222 03-8233414 http://www.bethesda.org.tw

10413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華山社福基金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243號6樓 郭慧明 謝勇緯 站長 03-8221752 03-8246408 http://www.homeless.org.tw

10414 財團法人造福觀音文教基金會 造福觀音基金會
100
974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59巷34之1號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191號

洪月娥 釋通羅 法師 03-8671001、0910-026911 03-8671186 http://indrajala2008.blogspot.com

10415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 家庭扶助基金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75號 陳清輝 陳素卿 督導  03-8236005、0972-501062 03-8236006 http://www.ccf.org.tw/28

10416 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中華基督長老會山宣總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 原民兒少之家 972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秀林路9鄰10之6號 林愿 杜珍惜 主任 03-8611341、0958-030239 03-8612423 http://www.laqi.org.tw

10417 花蓮縣原住民新部落發展協會 原住民部落協會 972 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98之6號 林素美 林俊雄 執行長 03-8260269、0958-772261 03-8262726 無

10418 財團法人人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人安慈善基金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243號5樓 周冠華 許斯凱 站長  03-8230748、0918-691898 02-23362074 http://www.homeless.org.tw/index.php

1041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得勝者教育協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六街39號 洪英正 古雲珍 專員 03-8315610、0958-772263 03-8315612 http://www.champ.org.tw

10420 社團法人花蓮縣生命線協會 生命線協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36-23號6樓 胡毓恩 姜歡芳 03-8362995、0937-979995 03-8362995 http://www.hllife.tw/

10421 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 脊髓損傷協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順興路3號5樓 彭儀珠 顏義榮 總幹事 03-8230157 03-8226901 http://msa.kingtex.com.tw/hlsci/

10422 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老人關懷協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86號 邱博州 陳景婷 社工督導 03-8330522 03-8330532 http://www.hlof.artcom.tw

10425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花蓮縣支會 紅十字花蓮支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12號 傅崐萁 陳玉秋 副總幹事 03-8224386 03-8236258 http://www.redcross.org.tw

10426 中華民國慈恩慈善會 慈恩慈善會 973 花蓮縣吉安鄉太昌村太昌路411-1號 陳鋒陽 郭憬樺 行政主任  038-465038、02-25859818  038-561726、02-25856229 http://www.cien.artcom.tw/ap/index.aspx

10427 中華民國無犯罪促進會 無犯罪促進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裕祥路10號 蔡國智 陳雅君 主任 03-8460540 03-8466948 http://www.nocrime.org.tw

10428 中華民國優格文化教育推廣學會 優格文化學會 974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路一段155號 陳淑媛 范姜力琳 社工督導 03-8650907 03-8656006 http://www.ygces.org.tw

10532 花蓮縣手作潛能開發協會 手作協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475-5號 李佳恒 李佳恒 03-8246652、0931231692 無

10533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勵馨社福基金會 970 花蓮縣花蓮市順興路149號 廖俊松 朱慶萍 專案督導 03-8228859轉18 03-8239395 http://www.goh.org.tw

10534 社團法人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 大心社福協會 972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崇德129-1號 陳力瑀 張品蓉 03-8621169 03-8621169 無

10535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樂道身心障礙者庇護商店 身障庇護商店 970 花蓮縣花蓮市光復路73號 廖証道 張寶方 03-8310305 03-8310503 http://www.newdawn.url.tw

10536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黎明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 身障庇護工場 970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38號 廖証道 鄭佩欣 03-8460527 03-8562775 http://www.newdawn.org.tw/diakonia

10537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博愛居安廬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安廬老人照顧中心 973 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一街258巷11號 廖美燕 黃淑凰 03－8529789 03－8528943 http://www.poai.org.tw/

1053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愛心協會 視障愛心協會 231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三段126號2樓 蘇延平 蘇延平 02－29485456 02－29486775 http://vil.e-offic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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