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名稱 販售產品類別 訂購電話 聯絡人 備註

1 ENJOY臺北餐廳
蛋糕／麵包／手工餅乾／西

點／飲料 /輕食和簡餐
(02)2720-5208 劉小姐

2
捷運善導寺庇護工場
(Easy Coffee)

餐盒／烘焙類(三明治、蛋

糕)／冰品飲料(咖啡、花

茶、果汁)／餐盤(會議茶點)

／簡餐(三明治)

(02)2395-6102 王先生

3
捷運古亭庇護工場

(光仁二手商品館古亭店)

二手商品(服飾、皮包、書籍

等)
(02)2364-3859 洪小姐 優採平台未上架

4
捷運大直庇護工場

(光仁二手商品大直店)

二手商品(服飾、皮包、書籍

等)
(02)8509-8601 張小姐 優採平台未上架

5
捷運南勢角庇護工場

(快樂小鋪)

二手商品(服飾、包包、小家

電器、圖書文具)
(02)2943-3994 劉小姐 優採平台未上架

6
捷運南港展覽館庇護工場(南

港展覽館庇護商店)

手工餅乾/各式禮盒/餐盒/彌

月蛋糕/手工麵線

(02)2653-8321 劉小姐

曹小姐

7
富陽1店庇護工場

(優彩數位輸出服務庇護商店)

數位輸出服務（列影印、 特

殊輸出等）、耗材批發零售

(環保碳粉匣、 環保墨水

匣、 列印用紙等）

(02)2735-4989 俞小姐

8
富陽2店庇護工場

(生機好鍋)

個人小火鍋、手工餅乾、餐

盒
(02)8732-8372 郭小姐

9
國光國宅庇護工場

(光仁二手商品館國興店)

二手商品(服飾、皮包、書籍

等)
(02)2305-3961 黃小姐 優採平台未上架

10
建忠庇護工場

(育成洗車中心)

電腦洗車／手工洗車／汽車

美容
(02)2711-5842 鄭先生

11
忠孝庇護工場

(育成蕃薯藤有機庇護工場)
有機食品 (02)2752-1785 趙小姐  

12
地熱谷庇護工場

(地熱谷小舖)

咖啡、飲料及綜合性紀念商

品
(02)2895-0556

張小姐/

趙先生

1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庇護工

場

(心靈舖子、鮮果吧)

便當／各式冷熱飲／手工麵

包餅乾

(02)2709-3600

分機5113、5114
傅小姐 便當無外送服務。

14 馬偕紀念醫院附設喜樂工作坊

便當／輕食(三明治、鬆餅、

厚片吐司等)／各式飲品(咖

啡、奶茶、果汁等)

(02)2543-3535

分機3692

鄭小姐/

阮小姐
便當無外送服務。

15

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庇護工場

(靜耘坊-休閒茶飲美食屋、

ING進行式清潔、人力資源工

作隊)

各式飲品(咖啡、奶茶、鮮果

汁)／輕食(吐司、雞絲麵)／

中式餐點(肉燥飯便當、竹筍

排骨湯等)／清潔服務(辦公

室清潔、居家清潔)

(02)2875-7027

分機303
洪小姐

臺北市庇護工場暨社會企業販售產品類別表
資料時間：10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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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樂活屋

庇護商店

現切水果／健康輕食／零食

販售

(02)2737-2181

分機3665
邱小姐

17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庇護

工場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

家清潔)／便利商店(零食、

各式飲料、輕食)

邱先生、林小姐
(02)2895-9808

分機603128/

柴小姐
(02)2895-9808

分機603126

邱先生

林小姐

柴小姐

18 勝利資料鍵檔中心 文字鍵檔服務 (02)2733-8174 高小姐

19 勝利手工琉璃庇護生產中心

手工琉璃製品(首飾、杯墊、

文鎮等)／客製化紀念品／客

製化企業禮品贈品

(02)2858-5152 余小姐

20 勝利便利商店松醫店
便利商店(零食、文具用品、

各式飲料)
(02)2760-0199 張小姐

21 勝利數位設計印刷中心

各類文宣品設計印刷／卡片

文具設計印刷／訂製印刷(日

曆、桌曆)

(02)2754-0526

Fax:2754-0536

ericchou@victory.org.

tw

周先生

22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數位資料處理庇護工場

文字鍵檔服務、平面設計排

版、電子書製作
(02)2230-8002 涂小姐

23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阿萬師清潔工作隊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清潔、居

家清潔)

(02)2239-2826
萬先生

24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心路洗衣坊
洗衣服務(醫療院所除外)

【信義門市】
(02)8732-4196

(02)8732-6590

【政大門市】
(02)2938-7125

【大安門市】
(02)2708-6047

 【大直門市】
(02)8509-2850

【信義門市】

曹小姐

【政大門市】

秦小姐

【大安門市】

陳小姐

【大直門市】

許小姐

2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心路機動工作隊

清潔服務(辦公大樓、居家社

區)
(02)2230-6503 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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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設愛肯樂活工場

手工饅頭(鮮奶、多穀物、歐

洲雜糧、黑糖堅果、芋頭起

司、南瓜起司、昆布起司、

巧克力起司、全麥起司、紫

番薯芋頭、南瓜、昆布、鮮

奶起司)、米捲、飲品、乳酪

捲饅頭

(02)2599-3803 楊小姐

27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附設小

貝殼工作坊

手工精油香皂／各式香皂禮

盒
(02)2595-3954 劉小姐

28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附

設心朋友的店

便當／簡餐／各式冰品飲料

(咖啡、花草茶、果汁)／會

議茶點(餅干、三明治、水

果)／輕飲(厚片吐司、鬆餅)

／點心(鳳梨酥、梅果、手工

巧克力)

(02)2737-4279
王先生/

賴小姐

外送便當使用不銹鋼

材質餐具。

29 愛心生活社

各式食品(堅果穀物豆米、水

果乾、餅乾、果醬等)／調味

品(天然海鹽、醬油、芝麻油

等)／各式飲品(果汁、健康

醋等)／生活用品(清潔、打

掃用品)/點心

(02)2301-1259 李小姐

30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喜憨兒烘焙屋

蛋糕／麵包／手工餅乾／各

式禮盒／餐盒／西點／飲料

【光復門市】
(02)2725-2759

【勞保局門市】
(02)2391-9389

【中華電信門市】
(02)2344-4265

張先生

31 糕菲庇護工場
手工蛋捲／堅果／牛軋糖／

各式禮盒
(02)2785-2499 王小姐

32 曦望數位設計印刷庇護工場

各類文宣品設計印刷／卡片

文具設計印刷／訂製印刷(日

曆、桌曆)/網站(頁)設計

(02)2309-3138

分機17
夏小姐

33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勞務

服務中心
清潔服務

(02)2765-2810

分機303、305、306
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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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財團法人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

基金會光仁二手商品館忠孝店

二手商品(服飾、皮包、書籍

等)
(02)2721-8924 王小姐 優採平台未上架

35
神腦國際士林客服中心手機維

修庇護工場

手機維修／電腦相關週邊商

品(USB隨身碟、滑鼠等)
(02)2881-0777 郭先生

36 新品文具庇護工場
客製化檔案夾製作、文具批

發
(02)2889-1155 彭先生

37 愛不囉嗦庇護工場

手工餅乾／各式禮盒／餐盒

(蛋糕、麵包)／西點／飲料

/會議餐盤

(02)2586-9321 王小姐

38 伊果文創印刷庇護工場

各類文宣設計印刷/卡片/文

具設計印刷/訂製印刷(日

曆、桌曆)

(02)2939-2169 林小姐

39 第一物業管理庇護工場 清潔、園藝 (02)2722-4136 黃小姐
105年12月新設立

40 愛幸福庇護工場 手工皂/香皂禮盒
(02)25859930

分機703
馮小姐

105年12月新設立

優採平台未上架

1
大安加油站社會企業

(勝利加油站)

加油服務(中油卡產品兌

換)、洗車服務
(02)2755-5499 林先生

自104年1月1日起轉

型為社會企業

2
市民加油站社會企業

(陽光加油站)

加油服務(中油卡產品兌

換)、洗車服務
(02)2752-9929 王小姐

自104年1月1日起轉

型為社會企業

3
建和社會企業

(陽光汽車美容中心)

電腦洗車／手工洗車／汽車

美容
(02)2365-7791 關小姐

自103年12月1日起轉

型為社會企業

4 榮星游泳池社會企業

休閒運動(游泳、運動課程)

／販賣部(游泳用具、沐浴

乳、毛巾)

(02)2517-2371

(02)2517-5383

陳先生

戴小姐

自104年1月1日起轉

型為社會企業

優採平台未上架

5

身障就業大樓社會企業

(財團法人台北勝利附設勝利廚

房)

1.辛甘香辣醬

2.50人包場會議空間

3.聚會用餐精緻餐點飲品

(02)2776-6603 林先生
社會企業

優採平台未上架

6

身障就業大樓社會企業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教育訓練課程（無視覺體驗）

－

黑暗對話工作坊

(02)8772-3100 顧先生
社會企業

優採平台未上架

社會企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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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身障就業大樓社會企業

(若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社企

分公司)

1) 多通道客戶服務外包 (如:

電話、線上文字、e-Mail 等各

種通道支援): 針對需外包客服

中心的機構，提供語音及線上

(含 Live Chat, e-mail, 社群

網站)即時或非即時服務

2) 數位行銷服務 (如: 網路社

群之輿情，商情之分析，行動

方案建議及執行等)

(02) 8772-5618 林小姐
社會企業

優採平台未上架

8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喜憨兒麵膳坊  

義大利麵、西式排餐+自助
吧無限吃到飽

(02)8712-2622 張小姐

社會企業(103年本處

補助輔導成立迄今)

優採平台未上架

9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清潔服務
(02)2765-2810

分機306
楊先生

社會企業(103年本處

補助輔導成立迄今)

備註：1.部份庇護工場/社會企業產品礙於規定未能刊登於衛生福利部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

          2.本表將依本市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家數增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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