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度新竹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長照C點一覽表
編號

申請單位

聯絡人

電話

據點地址

據點分類

1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社區發展協會

鄭素真

0920111891

竹北市竹仁里文化街148巷1號

一般據點

2 新竹縣寶山鄉山湖社區發展協會

潘月雯

0937829437

30845寶山鄉山湖村山湖路118號

一般據點

3 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發展協會

張淑清

314新竹縣北埔鄉南埔村二鄰17號

一般據點

4 新竹縣橫山鄉田寮社區發展協會

徐釗泓

0932178980

31241橫山鄉田寮村10鄰矺子3號

一般據點

5 新竹縣北埔鄉埔尾社區發展協會

陳慶德

0935988158

314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埔心街103號

一般據點

6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社區發展協會

雷添淵

0911214612

30261竹北市東興路一段867號

一般據點

7 新竹縣竹北市麻園社區發展協會

許煥波

0932117289

30266竹北市麻園里長園一街250巷3號

一般據點

8 新竹縣關西鎮南和社區發展協會

戴維淦

0937152950

30645關西鎮南和里1鄰下南片8號

一般據點

9 新竹縣竹北市竹義社區發展協會

林清隆

0931150791

竹北市中正東路483號

一般據點

10 新竹縣關西鎮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陳詠佳

0972207182

關西鎮上林里3林上橫坑32號

一般據點

11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社區發展協會

曾員英

0931107603

30645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中山東路48號

一般據點

12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社區發展協會

彭如羚

0936251918

302竹北市中山路64號

一般據點

13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社區發展協會

江為鎮

0910156149

寶山鄉雙園三街115巷28號

一般據點

14 新竹縣寶山鄉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李紘逸

0978925136

寶山鄉寶山村新湖路二段26號

一般據點

15 社團法人新竹縣愛鄰社區關懷協會

范馨文

0913713837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嘉勤南路86號

一般據點

16 新竹縣芎林鄉芎林社區發展協會

劉代慶

17 新竹縣橫山鄉福興社區發展協會

鍾秀鳳

0932939249

0955693703 新竹縣芎林鄉芎林村文福街17號
0933932838

一般據點

312新竹縣橫山鄉福興村3鄰馬福40之1號

一般據點

18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橫山分會

謝瑞滿

0926083652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3鄰96號

一般據點

19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下公館分會

鍾麗華

0922236376

新竹縣竹東鎮上館里惠安街189巷27號

一般據點

0926069056

30641新竹縣關西鎮東興裡博愛路31號

社照C點

20 新竹縣關西鎮東興社區發展協會

楊明勳

21 新竹縣關西鎮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羅政宏

0932096242

30649關西鎮金山里2鄰17之5號

社照C點

22 新竹縣芎林鄉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馮凱睿

0911216953

305新竹縣芎林鄉永興村富林路一段550巷5號

社照C點

23 新竹縣新埔鎮五埔社區發展協會

吳家水

0930786980

新竹縣新埔鎮五埔里新關路五埔段913巷16號

社照C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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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竹縣芎林鄉石潭社區發展協會

羅傳軍

0936453110

新竹縣芎林鄉石潭村福昌街50巷9號

社照C點

25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社區發展協會

張展財

0932118280

新竹縣關西鎮錦山里2鄰16之7號

社照C點

26 社團法人新竹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羅豔珠

0910005914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中豐路一段172號

社照C點

27 新竹縣關西鎮大同社區發展協會

陳振才

0953203855

新竹縣關西鎮大同里7鄰49號

社照C點

28 新竹縣竹東鎮員山社區發展協會

彭特森

0936118798

社照C點

29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社區發展協會

葉銀燕

0928535052

310新竹縣竹東鎮員山里下員山路255號
30345湖口鄉波羅村3鄰三元路2段62巷23弄15
號

江傳達

0979651551

新竹縣關西鎮新力里9之5號

社照C點

31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王翎鳳

0975123994

30843寶山鄉寶新路2段251巷25號

社照C點

32 新竹縣知心會

廖正仁

303新竹縣湖口鄉民族街227號

社照C點

33 新竹縣湖口鄉老人會

李國鋒

0933791878

303新竹縣湖口鄉德興路15巷32號

社照C點

34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社區發展協會

吳美鶯

0911257940

30350湖口鄉鳳山村勝利路二段199號

社照C點

35 新竹縣竹北市新國社區發展協會

彭德昌

0932168899

302新竹縣竹北市新光街63巷3號

社照C點

社團法人台灣築心全人生命教育關懷
36 協會

黃增威

0933795812

310新竹縣竹東鎮頭重里17鄰竹中路96號

社照C點

37 新竹縣新豐鄉瑞興社區發展協會

何寬森 0936667118

30445新豐鄉瑞興村3鄰51號

社照C點

38 新竹縣芎林鄉文林社區發展協會

劉邦溪

30744芎林鄉文林村7鄰文山路327號

社照C點

39 新竹縣竹北市大眉社區發展協會

李淑芬 0932937194

302竹北市中華路1129巷30號

社照C點

40 新竹縣社區學習照顧服務協會

楊炤文

0972242865

社照C點

41 新竹縣湖口鄉湖南社區發展協會

陳秀芬

0939671229

303湖口鄉勝利村17鄰勝利路2段128號
據點:新竹縣湖口鄉湖南村八德路一段652巷
2號

42 新竹縣新埔鎮下寮社區發展協會

林合慶

0933085366

305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義民路三段313號

社照C點

43 新竹縣竹北市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徐定國

0939250738

302竹北市嘉豐南路1段11號

社照C點

44 新竹縣無負擔農村生活產業發展協會

曾仁炫

0937829142

315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1鄰28號
眉鄉峨眉村成功街60號

45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社區發展協會

陳永之

0919968379

竹北市隘口里隘口七街19號1樓

46 新竹縣新埔鎮鹿鳴社區發展協會

陳賢統

30

新竹縣關西鎮下橫坑文化產業發展協
會

0937998083

0932119500

0939530988 新竹縣新埔鎮鹿鳴里5鄰35之5號

社照C點

社照C點

日托:峨
社照C點
社照C點
社照C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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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竹縣禾意關懷協會

呂雅雯

48 財團法人臺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李秀英

49 新竹縣竹東鎮振興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范振東

0911242998

50 竹東鎮油車窩文化協會

羅晉弘

0915-338-803 竹東鎮五豐里敦睦街二巷7號

社照C點

51 新竹縣峨眉鄉中盛社區發展協會

姜信鈞

0916764060

峨眉鄉中盛村5鄰283號

社照C點

52 新竹縣銀享社會福利協會

邱舒妤

035572298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村福德街40號

社照C點

53 新竹縣新豐鄉福興社區發展協會

徐逸欣

0937402166

新竹縣新豐鄉福興村員山子6鄰82-5號

社照C點

54 新竹縣竹北市農友協進會

林庭義

0910591317

新竹縣竹北市大義里鳳岡路3段201號

社照C點

55 新竹縣竹北市鹿場社區發展協會

劉美雲

0933789108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365號

社照C點

56 新竹縣竹東鎮森林環保協會

林子丞

0932291876

竹東鎮榮華里朝陽路73巷24號

社照C點

57 新竹縣社區居家關懷協會

溫庭枋

0911492826

新竹縣北埔鄉南興村14鄰光復街30號

社照C點

58 新竹縣新埔鎮北平社區發展協會

劉邦秀

0928150363

新竹縣新埔鎮北平里10鄰89號

社照C點

59 新竹縣新埔鎮南平社區發展協會

黃成進

0926297170

305新竹縣新埔鎮南平路558號

社照C點

60 新竹縣關西鎮新富社區發展協會

陳秀琴

0937997029

306新竹縣關西鎮新富里2鄰14號

社照C點

61 新竹縣關西鎮北山社區發展協會

李明惠

0933948528

社照C點

62 新竹縣新埔鎮上寮社區發展協會

陳坦燮

0955687518

63 新竹縣關西鎮南山社區發展協會

羅際君

0937813751

30644關西鎮北山里3鄰18號
305新竹縣新埔鎮上寮里11鄰義民路二段359
巷10弄56號 據點地址:新竹縣新埔鎮上寮里
義民路二段366號
30646關西鎮南山里6鄰48號

64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社區發展協會

吳秋華

0933163128

30473新豐鄉中崙村11鄰186號

社照C點

65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社區發展協會

詹玉琴

0921865513

30641關西鎮正義路132之1號

社照C點

66 新竹縣湖口鄉孝勢社區發展協會

李玉秋

0911838770

30343湖口鄉孝勢村中山路2段50巷26號

社照C點

67 新竹縣湖口鄉德盛社區發展協會

黃金良

0932377293

30346湖口鄉德盛村16鄰德興路127巷13號

社照C點

68 新竹縣關西鎮石光社區發展協會

朱志浩

0918314871

30645關西鎮石光里8鄰342號

社照C點

69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社區發展協會

詹碧玉

0932116912

306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5鄰36之20號

社照C點

0922753745
0933118450

新竹縣新埔鎮四座里楊新路一段5號

社照C點

新竹縣關西鎮石光里8鄰356號

社照C點

竹東鎮三重里中興路一段296巷20號

社照C點

社照C點
社照C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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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新竹縣竹東鎮軟橋社區發展協會

彭松舉

0932119912

310竹東鎮軟橋里1鄰55之2號

社照C點

71 新竹縣新埔鎮內立社區發展協會

蔡榮富

0936150367

305新竹縣新埔鎮關埔路雲東段499巷7號

社照C點

72 新竹縣北埔鄉南外社區發展協會

葉貴霖

0933975657

314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9鄰1之1號

社照C點

莉慕苡

0978879979

社照C點

74 新竹縣全齡文教發展協會

徐滄維

0912798509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四鄰95-1號
新竹縣竹東鎮上坪里2鄰上坪141號
0930-879158

75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社區發展協會

游興財

0928739234

關西鎮中豐新路22巷30號

社照C點

7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五福社會服務協會

賴官賢

0972811975

社照C點

77 新竹縣湖口鄉長嶺社區發展協會

周碩彥

0930975198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村永安街49號
新竹縣湖口鄉長嶺村長富路2段220巷11弄12
號

78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湖口

張慧鈴

03-5982729

醫事C點

79 紫宸運動實業社附設居家式長照機構

呂芳瑩

0916-128764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村新生路122號3樓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老街292號5樓(本部在台中
)

80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新豐

林淑華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289號

醫事C點

81 新仁醫院

蘇家穎

03-5578997
5552039#833
5552039#208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31號(2F)

醫事C點

82 禾馨護理之家

鄭心雅

5511038#133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977巷1號

醫事C點

83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新埔

潘逸芸

03-5881636

醫事C點

84 崇德護理之家

黃秀如

03-5882000

新竹縣新埔鎮新民里2鄰中正路682號
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12鄰義民路三段156巷90
弄66號

賴珈文

0937-903855

竹東鎮大鄉里文林路168號

機構C點

73

85

新竹縣尖石鄉梅嘎浪總體產業發展協
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扇事業
基金會附設居家式長照機構

李芬蘭
社照C點

社照C點

機構C點

醫事C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