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關懷據點 電話 地址 服務村里 長青食堂

1 宜蘭市思源社區發展協會 0932263545 宜蘭縣 宜蘭市 思源里 泰山路復國巷6號 宜蘭市建軍里、宜蘭市復興里、宜蘭市思源里、宜蘭市文化里 v
2 宜蘭市東園社區發展協會 03-9358268 宜蘭縣 宜蘭市 神農里 崇聖街192號 宜蘭市小東里、宜蘭市菜園里 v
3 宜蘭縣宜蘭市七結社區發展協會 0933985727 宜蘭縣 宜蘭市 七結里 泰山路七結巷9-10號 宜蘭市七結里、宜蘭市泰山里、宜蘭市負郭里 v
4 宜蘭縣宜蘭市延平社區發展協會 03-9384787 宜蘭縣 宜蘭市 延平里 延平路10之1號 宜蘭市延平里 v
5 宜蘭縣宜蘭市進士社區發展協會 0937160999 宜蘭縣 宜蘭市 進士里 進士路53之1號 宜蘭市進士里

6 宜蘭縣榮光協會 03-9329461 宜蘭縣 宜蘭市 神農里 自強路94號4樓 宜蘭市南門里、宜蘭市民族里、宜蘭市負郭里 v
7 宜蘭縣綠能協會 0923507766 宜蘭縣 宜蘭市 縣政一街19號6樓之2 宜蘭市南津里 v
8 社團法人宜蘭縣光塩生命關懷協會(傳愛站) 03-9311058 宜蘭縣 宜蘭市 農權路147號2樓 宜蘭市和睦里、宜蘭市民權里、宜蘭市神農里

9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宜蘭教會 03-9351851轉31 宜蘭縣 宜蘭市 新民里 新民路108號
宜蘭市中山里、宜蘭市大東里、宜蘭市孝廉里、宜蘭市新民里、宜蘭市昇平里、宜

蘭市東門里、宜蘭市民生里、宜蘭市東村里、宜蘭市中興里

10 宜蘭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03-9578112 宜蘭縣 羅東鎮 信義里 中正北路117號 羅東鎮信義里、羅東鎮竹林里、羅東鎮西安里 、 五結鄉成興村

11 宜蘭縣羅東鎮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0920007080 宜蘭縣 羅東鎮 仁和里 清潭路146號2樓 羅東鎮仁和里

12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社區發展協會 03-9541457 宜蘭縣 羅東鎮 南昌里 南昌街53巷48之3號4樓 羅東鎮南昌里 v
13 宜蘭縣羅東鎮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03-9540605 宜蘭縣 羅東鎮 樹林里 文林路130號 羅東鎮樹林里

14 宜蘭縣羅東鎮漢民社區發展協會 0910659387 宜蘭縣 羅東鎮 漢民里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1段219號 羅東鎮漢民里

15 羅東鎮信義社區發展協會 03-9540938 宜蘭縣 羅東鎮 信義里 中華路189號 羅東鎮信義里

16 羅東鎮北成社區發展協會 03-9612087 宜蘭縣 羅東鎮 北成路2段25號 羅東鎮北成里

17 羅東鎮大新社區發展協會 03-9571671 宜蘭縣 羅東鎮 大新里 中正路128號2樓 羅東鎮大新里 v
18 羅東鎮羅莊社區發展協會 03-9504680 宜蘭縣 羅東鎮 羅莊里 羅莊街357號 羅東鎮羅莊里

19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羅東教會 03-9542023 宜蘭縣 羅東鎮 集祥里 民生路82-5號

羅東鎮公正里、羅東鎮南昌里、羅東鎮國華里、羅東鎮成功里、羅東鎮新群里、羅

東鎮東安里、羅東鎮竹林里、羅東鎮西安里、羅東鎮集祥里 、 冬山鄉廣興村 、

蘇澳鎮蘇北里 、 冬山鄉清溝村 、 三星鄉拱照村 、 頭城鎮頂埔里 、 冬山鄉武

淵村

v

20 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03-9610078 宜蘭縣 羅東鎮 北成里 維揚路132號 羅東鎮漢民里、羅東鎮維揚里

21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社區發展協會 0920525814 宜蘭縣 蘇澳鎮 永榮里 大同路92號 蘇澳鎮永榮里、蘇澳鎮存仁里、蘇澳鎮隘丁里、蘇澳鎮新城里

22 宜蘭縣蘇澳鎮白米社區發展協會 03-9952653 宜蘭縣 蘇澳鎮 永春里 永春路134巷11之1號 蘇澳鎮永春里

23 宜蘭縣蘇澳鎮福德長壽協會 03-9908162 宜蘭縣 蘇澳鎮 永榮里 永愛路162號 蘇澳鎮存仁里、蘇澳鎮新城里、蘇澳鎮隘丁里、蘇澳鎮永榮里

24 宜蘭縣蘇澳鎮蘇南社區發展協會 0919313881 宜蘭縣 蘇澳鎮 蘇南里 光復路27巷4號 蘇澳鎮蘇南里

25 宜蘭縣蘇澳鎮長安社區發展協會 03-9967487 宜蘭縣 蘇澳鎮 長安里 勝利路1-1號 蘇澳鎮長安里

26 蘇澳鎮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0939789928 宜蘭縣 蘇澳鎮 新城里 慶安路9號 蘇澳鎮新城里 v
27 蘇澳鎮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03-9981981 宜蘭縣 蘇澳鎮 朝陽里 持朝陽路40號 蘇澳鎮朝陽里 v
28 蘇澳鎮蘇北社區發展協會 03-9965228 宜蘭縣 蘇澳鎮 蘇北里 新生路8號 蘇澳鎮蘇北里

29 蘇澳鎮蘇西社區發展協會 0935605734 宜蘭縣 蘇澳鎮 蘇西里 志成路62號 蘇澳鎮蘇西里 v
30 蘇澳鎮龍德社區發展協會 03-9903123 宜蘭縣 蘇澳鎮 龍德里 福德路150號 蘇澳鎮龍德里 v
31 宜蘭縣頭城鎮新建社區發展協會 03-9771439 宜蘭縣 頭城鎮 新建里新興路234-1號 頭城鎮新建里 v
32 宜蘭縣頭城鎮龜山島社區發展協會 03-9781369 宜蘭縣 頭城鎮 龜山里 龜山路221號 頭城鎮龜山里、頭城鎮大溪里 v

33 宜蘭縣礁溪溫泉文化協會 03-9881260 宜蘭縣 礁溪鄉 德陽村 湯圍街57號
礁溪鄉大忠村、礁溪鄉德陽村、礁溪鄉玉石村 、 頭城鎮竹安里 、 壯圍鄉美城村

、 宜蘭市七張里 、 宜蘭市黎明里 、 頭城鎮城南里 、 頭城鎮拔雅里

34 宜蘭縣礁溪鄉匏崙社區發展協會 0919375328 宜蘭縣 礁溪鄉 匏崙村 匏杓崙路6之1號 礁溪鄉匏崙村

35 宜蘭縣礁溪鄉玉光社區發展協會 03-9303815 宜蘭縣 礁溪鄉 玉光村 瑪僯路76號 礁溪鄉玉光村 v
36 礁溪鄉時潮社區發展協會 03-9870172 宜蘭縣 礁溪鄉 時潮村 塭底路54-1號 礁溪鄉時潮村 v
37 礁溪鄉林美社區發展協會 03-9889041 宜蘭縣 礁溪鄉 林美村 林尾路90-3號 礁溪鄉林美村

38 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宜蘭辦事處 03-9286130 宜蘭縣 礁溪鄉 龍潭村 龍泉路31號 礁溪鄉玉田村、礁溪鄉白雲村、礁溪鄉龍潭村 v
39 壯圍鄉古結社區發展協會 03-9384712 宜蘭縣 壯圍鄉 古結村 古結路164號 壯圍鄉古結村、壯圍鄉新南村

40 壯圍鄉壯六社區發展協會 03-9304321 宜蘭縣 壯圍鄉 忠孝村 壯六路47號 壯圍鄉忠孝村 v
41 壯圍鄉後埤社區發展協會 03-9370238 宜蘭縣 壯圍鄉 過嶺村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二段267號 壯圍鄉復興村、壯圍鄉過嶺村

42 壯圍鄉順和社區發展協會 03-9301014 宜蘭縣 壯圍鄉 忠孝村 順和路48-1號 壯圍鄉忠孝村 v
43 宜蘭縣壯圍鄉古亭社區發展協會 0970557609 宜蘭縣 壯圍鄉 古亭村 古亭路7鄰48之16號 壯圍鄉古亭村 v
44 員山鄉內城社區發展協會 03-9227578 宜蘭縣 員山鄉 內城村 內城路353號 員山鄉內城村 v
45 員山鄉惠好社區發展協會 03-9231939 宜蘭縣 員山鄉 惠好村 賢德路二段66巷50號 員山鄉惠好村 v
46 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0932088298 宜蘭縣 員山鄉 頭分村 永同路二段186-1號 員山鄉頭分村

47 宜蘭縣員山鄉中華社區發展協會 0963315774 宜蘭縣 員山鄉 中華村 粗坑路304號 員山鄉中華村 v
48 宜蘭縣員山鄉雙湖社區發展協會 03-9224774 宜蘭縣 員山鄉 湖西村 隘界路131號 員山鄉湖西村 v
49 冬山鄉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03-9590295 宜蘭縣 冬山鄉 南興村 冬山路98號 冬山鄉南興村

50 冬山鄉大興社區發展協會 03-9596723 宜蘭縣 冬山鄉 大興村 福興路9號 冬山鄉大興村 v
51 冬山鄉大進社區發展協會 03-9614657 宜蘭縣 冬山鄉 大進村 進利路23號 冬山鄉大進村

52 冬山鄉東城社區發展協會 0939277626 宜蘭縣 冬山鄉 東城村 東城路280號 冬山鄉東城村 v
53 冬山鄉珍珠社區發展協會 03-9600721 宜蘭縣 冬山鄉 珍珠村 幸福二路73號 冬山鄉珍珠村 v
54 冬山鄉順安社區發展協會 0932265597 宜蘭縣 冬山鄉 順安村 義成路二段378巷87號 冬山鄉順安村

55 冬山鄉香和社區發展協會 03-9592508 宜蘭縣 冬山鄉 香和村 香南路33號 冬山鄉香和村 v
56 宜蘭縣冬山鄉丸山社區發展協會 0911217819 宜蘭縣 冬山鄉 丸山村 港尾路98號 冬山鄉丸山村

57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社區發展協會 03-9592718 宜蘭縣 冬山鄉 冬山村 中正路20號 冬山鄉冬山村

58 宜蘭縣冬山鄉柯林社區發展協會 03-9510991 宜蘭縣 冬山鄉 柯林村 10鄰光華路209號 冬山鄉柯林村 v
59 宜蘭縣冬山鄉永美社區發展協會 03-9589513 宜蘭縣 冬山鄉 永美村 永興路1段189號 冬山鄉永美村、冬山鄉順安村

60 宜蘭縣冬山鄉清溝社區發展協會 03-9581878 宜蘭縣 冬山鄉 清溝村 冬山鄉光明路51號 冬山鄉清溝村

61 五結鄉孝威社區發展協會 03-9507010 宜蘭縣 五結鄉 孝威村 孝威路328號 五結鄉孝威村 v
62 宜蘭縣五結鄉三興社區發展協會 03-9500714 宜蘭縣 五結鄉 三興村 宜蘭縣五結鄉三興村三結五路188號 五結鄉三興村 v
63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社區發展協會 03-9641001

宜蘭縣 五結鄉 二結村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村中正路3段151

號
五結鄉二結村

64 宜蘭縣五結鄉錦草社區發展協會 0932265694 宜蘭縣 五結鄉 錦眾村 錦草路37-1號 五結鄉錦眾村

65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力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03-9650823 宜蘭縣 五結鄉 二結村 中正路3段21號 五結鄉三興村、五結鄉上四村、五結鄉二結村、五結鄉鎮安村 v

66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02-23221735 宜蘭縣 五結鄉 中興村 中里路58號 五結鄉中興村、五結鄉四結村 v
67 三星鄉尾塹社區發展協會 03-9565816 宜蘭縣 三星鄉 尾塹村 上將路1段249巷30號 三星鄉尾塹村 v
68 宜蘭縣三星鄉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0932360156 宜蘭縣 三星鄉 大洲村 五分路二段180號 三星鄉大洲村 v
69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社區發展協會 03-9801473 宜蘭縣 大同鄉 樂水村 碼崙路46號 大同鄉樂水村

70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03-9517450 宜蘭縣 大同鄉 寒溪村 寒溪巷5號 大同鄉寒溪村

71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3-9801816 宜蘭縣 大同鄉 崙埤村 朝陽巷9號 大同鄉松羅村、大同鄉崙埤村

72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社區發展協會 03-9984313 宜蘭縣 南澳鄉 金岳村 金岳路12號 南澳鄉金岳村

序 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 電話 地址 服務村里 長青食堂

1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部落文化健康站 03-951746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寒溪教會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寒溪巷55-5號)
寒溪村(寒溪巷、新光巷、華興巷、自強新村巷)

2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部落文化健康站 03-9809928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南山教會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泰雅路七段235號)
南山部落

3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部落文化健康站 03-9986195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蘇花路3段139巷8弄7號2樓)
東岳部落

4 宜蘭縣南澳鄉碧候部落文化健康站 0978004727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碧候教會

(宜蘭縣南澳鄉碧候村信義路陽明巷57號)
南澳部落

5 宜蘭縣樂水部落文化健康站 03-9801509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碼崙路59號 樂水村

一、關懷據點

二、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

宜蘭縣社區關懷據點及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