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年臺北市全區老人共餐單位一覽表
資料來源：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編號 行政區
據點名稱
1
台灣健康社區自主發展協會
2
臺北市士林區仁勇里辦公處
3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松年長春服務中心(士林)
4
臺北市天母全人關懷協會
5
財團法人臺北市天母基督教會
6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里辦公處
7
臺北市士林區天和社區發展協會
8
臺北市士林區天和里辦公處
9
臺北市士林區幸福名山社區發展協會
10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岩社區發展協會
11
台北市劍橋有愛全人關懷協會
12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夏婦女文教基金會
13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里辦公處
14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社區發展協會
15
臺北市士林區明勝里辦公處
16
臺北市士林區社園里辦公處
17
臺北市士林區芝山里辦公處
18
社團法人中華仁親社區關懷協會
士林區
19
財團法人台灣聖公會(牧愛堂)
20
臺北市士林區海光社區發展協會
21
臺北市士林區富洲里辦公處
22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社區發展協會
23
臺北市士林區聖山里辦公處
24
臺北市士林區葫東里辦公處
25
臺北市士林區葫蘆里辦公處
26
社團法人中華悅齡長照關懷協會
27
臺北市士林區福佳社區發展協會
28
財團法人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
29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慈光堂
30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里辦公處
3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榮耀福音協會
32
臺北市士林區德華里辦公處
33
財團法人台北市士林神農宮
34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里辦公處
35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士林)
36
臺北市士林區蘭興里辦公處
37
臺北市大同區大有里辦公處
38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里柴寮仔社區發展會
39
社團法人台北市歐伊寇斯OIKOS社區關懷協會

106.08.29
連絡電話
02-28369493
02-28812220
02-25851434
02-2874-6222#118
02-28714742
0932-142-100
02-28769333
0937-186-515
02-28366501
02-28342158
02-28812424
02-28318025
0988-269-345
02-28859257
0933-920-380
0937-070-078
0939-074-659
02-28803408#2239
02-28816317
02-28150696
02-28100519
02-28412197
0937-809-009
0933-716-265
0958-972-685
02-22229760
02-28372275
02-88662976
02-28412290
0939-931-903
02-28320212
0935-086-565
02-28324955
02-28322021
02-28100519
0935-389-389
02-25577229
02-25571918
02-2341432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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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區

共餐地址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03巷2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63號2樓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377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81巷7樓B2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63.65號
臺北市士林區天玉里天母西路21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54巷6號4樓
臺北市士林區天和里中山北路7段154巷6號4樓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68號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68號(芝山岩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福港街244巷3號1樓、4號2樓
臺北市士林區至誠路1段62巷28號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里德行東路9弄8號旁里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58巷56弄1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明勝里承德路5支2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社園里延平北路6段170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85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28號(士林靈糧堂)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511號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5段1巷40號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243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3段73號
臺北市士林區聖山里德行東路200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葫東里延平北路5段244巷22弄12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葫蘆里葫蘆街137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22號3樓
臺北市士林區美崙街190號(士林區福佳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64號
臺北市士林區中社路1段43巷1、3、5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里德行西路30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95號2樓
臺北市士林區德華里文昌路211-1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前街74號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9巷63弄9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80號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80號2樓
臺北市大同區大有里民樂街179號1樓
臺北市大同區蘭州街12號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60巷2號1~2樓

共餐時間（中午）
週二、四
週三
週三、五
週二、三
週二、三、五、日
週四
週四
週六
週二、五
週日、一
週二、五
週二、五
週四
週四
週三
週三
週三
週二、四
週二、三、五
週二、四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二
週二
週一、三、六
週三
週四
週一、三、五
週二
週三、五
週一
週三
週四
週一、三、五
週二
週一、四
週三、五
週二、五

編號 行政區
40

據點名稱

連絡電話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經營管理臺北市大龍老人住宅 02-6617-8186#323

41
臺北市大龍峒長青協會
42
臺北市大同區南芳里辦公處
43 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
44
臺北市大同區圓環社區發展協會
45
財團法人台北市建成基督長老教會
46
臺北市大同區慶安社區發展協會
47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松年長春服務中心(大同)
48
台北市朝陽服飾材料街區發展協會
49
社團法人台北市長期照護發展協會(大同)
50
臺北市大同區中華萌愛關懷協會
51
中華民國全愛全人關懷協會(台電據點)
52
中華民國全愛全人關懷協會(臺大據點)
53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辦公處
54
財團法人成長文教基金會
55
臺北市大安區古風社區發展協會
56
臺北市大安區古莊社區發展協會
57
臺北市大安區古莊里辦公處
58
臺北市大安區新民炤社區發展協會
59
臺北市大安區民輝里辦公處
60
臺北市大安區住安社區發展協會
61
臺北醫學大學(大安校區)
62
臺北市大安區法治里辦公處
63
財團法人臺北市城東基督長老教會
64
財團法人天主教拯亡修女會
65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里辦公處
66
臺北市大安區通安里辦公處
67
臺北市大安區敦安里辦公處
68
臺北市大安區敦煌里辦公處
69
臺北市大安區華聲里辦公處
70
臺北市大安區新龍里辦公處
71
臺北市大安區群英里辦公處
大安區
72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73
臺北市大安區群賢里辦公處
74
臺北市大安區新義安社區發展協會
75
臺北市大安區義村里辦公處
76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社區發展協會
77
社團法人臺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
78
中華民國臺灣基督教信義會和平教會
7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人教育中心

02-25910582
02-25530668
02-25532229~840
02-25564651
02-25580685
02-25965927
02-25851434
02-25523101
02-27420058
02-25931138
02-23632096#121
02-23632096#121
02-23622674
02-27000657
02-27007055
02-23696262
02-23621541
02-27068873
02-27113757
02-27550387
0972-230-391
02-27386436
02-27711282
02-27383541
0932-210-203
02-27038807
02-27849293
02-27047360
02-27715309
02-27067771
02-27547207
02-27064477
02-27003623
02-27079691
02-27119084
02-27715532
02-23636356
02-27354281
02-7734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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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餐地址

共餐時間（中午）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05號4樓

週一至五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313巷25號1樓~2樓
臺北市大同區南方里迪化街1段312巷7號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239號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1段83巷37號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77巷29號
臺北市大同區敦煌路90-92號1樓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2段67號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46巷42之1號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51號(臺北市大同運動中心)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60號B1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75號3樓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86號1、4、9樓(真理堂)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溫州街74巷2弄4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東豐街1號2樓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17巷1號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81巷16弄1-2號
臺北市大安區古莊里師大路102巷7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1段286巷35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民輝里濟南路3段9號3樓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30巷27弄24號
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72-1號9樓
臺北市大安區法治里通化街192號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43號2樓及45號1樓(城東教會)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151巷47號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9巷19號
臺北市大安區通安街98號
臺北市大安區敦安里安和路1段78巷28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敦煌里信義路4段265巷21弄8-3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華聲里光復南路72巷23弄2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新龍里信義路3段134巷82號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0弄9號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1巷51號
臺北市大安區群賢里和平東路311巷43弄36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55巷9弄7號
臺北市大安區義村里忠孝東路3段248巷7弄4號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122巷10號2樓
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215號
臺北市大安區黎和里富陽街113號1樓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週二、四
週二、五
週二
週二、四
週一、四、五
週一、三、五
週二、五
週二、四
週一、三、五
週一、三
週一、三、四
週一、三、四
週四、五
週五
週三、五
週一、四
週二
週三、五
週四
週一至五
週一至五
週五
週二
週二
週四
週五
週三
週一
週三
週二
週一至五
週二、四、五
週三
週二、四
週一、五
週二、四
週三、四、五
週二、三
週二、四、五

編號 行政區
據點名稱
80
臺北市大安區錦町社區發展協會
81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辦公處
82
臺北市大安區龍生里辦公處

連絡電話
02-23515967
02-23918123
02-27064529

共餐地址
臺北市潮州街130巷3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杭州南路65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07巷9號
臺北市大安區龍坡里辛亥路1段141號1樓
(辛亥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4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龍門里和平東路2段24號7樓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街75號3樓(瑞安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街71巷5弄1號
臺北市大安區龍陣里瑞安街75號3樓
臺北市大安區龍淵里和平東路2段118巷2弄6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65巷21弄3號1樓
臺北市大安區龍圖里建國南路2段25巷6號1樓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30號3樓

共餐時間（中午）
週二、四
週三
週二、三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05巷37號1樓

三、五

02-25327635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路21巷1號4樓(中山區大直第一區民活動中心)

週一、五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1號4樓(中山區大直第二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5號4樓
臺北市中山區中央里伊通街125巷11-1號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2段53之3號2樓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2段101巷2號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2段41巷7號1樓
臺北市中山區劍南路648巷12號
臺北市中山區正守里市民大道2段67巷26號1樓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62號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77號
臺北市中山區正義里林森北路77號2樓

週一、五
週一、二
週一
週一、五
週三
週一、五
週六
週二或六
週三、五
週一、三
週四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5號3樓(朱崙區民活動中心)

週一、三、五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160號7樓
臺北市中山區朱園里松江路25巷9號B1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42號2樓

週二
週三
週二、四

83

臺北市大安區龍坡里辦公處

0933-155-369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社團法人臺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大安)
臺北市長立健康樂活協會
社團法人臺北市永健長青促進協會(4.0)
臺北市大安區龍陣里辦公處
臺北市大安區龍淵里辦公處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安和教室)
臺北市大安區龍圖里辦公處
社團法人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93

財團法人台北市永樂基督長老教會

02-66303022#8713
02-66303022#8713
02-27014636
02-27097719
02-27090308
02-23773535
0918-155-568
02-27087985
0939-260-482
02-27523422
0952-997-573

94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社區發展協會(第一)

95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社區發展協會(第二)
96
財團法人味全文化教育基金會
97
臺北市中山區中央里辦公處
98
社團法人寧祈全人健康生命關懷協會
99
中山老人住宅暨服務中心(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
100
台北市敬老協會
101
明山寺玄寶殿
102
臺北市中山區正守里辦公處
103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中山區
104
社團法人天主教中華基督神修小會之友人文關懷與服務促進協會
105
臺北市中山區正義里辦公處

週四
週二
週二
週一、二、三
週一、二、四、五
週五
週五
週一、五
週二
週五

106

臺北市中山區朱厝崙社區發展協會

107
108
109

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北市中山區朱園里辦公處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大直真理堂

02-25327635
02-25065001
0925-421-115
02-25213282
02-25420006#105
02-25819955
02-25326871
0912-916-818
02-25518480#116
02-25230538
0922-505-824
02-27815504
27211766
02-25172068
0933-895-116
02-85011754

110

臺北市中山區埤頭里辦公處

0933-940-088

臺北市中山區埤頭里市民大道3段209號P樓(埤頭區民活動中心)

週四

111
112
113
114
115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北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財團法人台北市國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中華道明會
臺北市中山區新福里辦公處
臺北市中山區劍潭里辦公處

02-25713496
0952-952-313
02-25942294#4071
0910-195-039
0932-382-929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45巷39號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14巷1號3樓之1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78號
中原街142號2樓之1
臺北市中山區劍潭里通北街143號

週二、五
週二、四
週五
週五
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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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政區
據點名稱
116
臺北市中正區三愛里辦公處
117
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金會
118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中正)
119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
120
臺北市中正區大東門社區發展協會
121
社團法人台北市救恩社會服務協會
122
台北靈糧堂(古亭福音中心)
123
臺北市中正區永寬社區發展協會
124
臺北市中正區新永昌社區發展協會
125
台北市永昌長青會
126
社團法人台北市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
127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社區發展協會
128
臺北市中正區板溪里辦公處
129
臺北市中正區林興里辦公處
130
臺北市中正區富水里辦公處
131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里辦公處
132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里辦公處
133 中正區 財團法人台灣老人急重症基金會(中央長老教會)
134
財團法人台灣老人急重症基金會(南門教會)
135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會(中正)
136
臺北市中正區梅花社區發展協會
137
台灣旺齡協會
138
臺北市中正區頂東里辦公處
139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里辦公處

連絡電話
0938-205-215
02-23655615#316
02-23641334
02-23677576
02-23944599
02-23216988
02-23623033#8713
02-23014838
02-23073916
02-23071068
02-23036281
02-33936799
0928-840-912
0933-213-180
0933-958-335
0932-386-041
02-23818302
02-25224388
02-25224388
02-23928851
02-23933800
02-23680690
0937-042-108
0933-028-353

共餐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臨沂街75巷19號1樓（三愛里辦公處）
臺北市中正區辛亥路1段22號4樓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3段40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文盛里汀州路3段127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1段100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129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198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181巷8號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1段242巷17號(永昌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181巷24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15巷18號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53號(東門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2段151號（板溪里辦公處）
臺北市中正區水源路臨28號（富水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水源路臨28號（富水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金門街11-1號(河堤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3號(小南門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94、96號11樓(中央教會)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3段27巷4號5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2段44號2樓、4樓(法國號教會)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5巷4號(梅花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3段84巷13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晉江街112巷2弄6號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75巷11號（愛國里民活動場所）

共餐時間（中午）
週一
週三、四
週二、三、五
週一至五
週二
週三、五
週三、四、五
週三
週一至五
週一、二、五
週一至五
週五
週二
週六
週四
週三
週一至五
週二、四、日
週四、五
週三、四、五
週日
週一
週五
週二、四

140

臺北市中正區新營里辦公處

02-23214028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16巷2號(里辦公處)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16巷4號(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18號2樓之1(藝文中心)

週一至五

141
142
143

臺北市中正區櫻花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哲學諮商學會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02-33651928
02-23146268
02-23812131#208

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165號1樓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1段2號2樓之5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7號

週四
週五
週一、四、五

144

臺北市中正區螢圃里辦公處

0939-133-669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3段127-1號地下室(自強區民活動中心)

週一、三、五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廈門街浸信會
臺北市中正區螢橋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里辦公處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東湖教室)
財團法人福智慈善基金會(內湖教室)
臺北市內湖區石潭社區發展協會

02-23687582#211
02-23052201
0910-136-628
0912-266-864
0917-606-691
0961-368-688

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81巷20號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59號1樓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里大湖山莊街219巷1號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06巷2號、6號、8號
內湖區內湖路2段484號4樓及486號、488號3樓
內湖區石潭里成功橋下空間建物

週一、日
週三、四、五
週三
週二、三、五
週二、四、五
週二、五

151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糧堂(西湖日照中心)

02-26561700#254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285號6樓

週一至五

152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臺北校區)

02-26321181#353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137號

週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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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政區

據點名稱

連絡電話

共餐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218號(金瑞里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136-1號2樓(金龍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67巷7號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99巷39弄66號
臺北市內湖區清白里星雲街161巷3號(清白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00巷2號1樓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148號2樓

共餐時間（中午）

153

臺北市內湖區碧湖社區發展協會

02-87926024(協會)

154
155
156
157
158

台北市內湖永續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東湖感恩堂)
臺北市內湖區清白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臺灣基督教信義會內湖教會
財團法人台福基督教會

02-27908099
02-26320867
02-27909195
02-27993958
02-26272285

台北市內湖紳士協會

0918-819-089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552號(港墘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星雲街161巷3號(清白區民活動中心)

週二、三、五

160
161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恩惠福音會(湖光教會)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里辦公處

02-27971000
0935-281-458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608號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里港墘路127巷12號1樓

週一、二、四、日
週四

162

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與健康協進會

02-27934447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5號(臺北市立三民國中活動中心)

週一、四

163
164
165

中華民國天使之家全人關懷協會
臺北市內湖區紫雲社區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臺灣貴格會內湖慈光堂

02-27909454
02-27913337
02-27976651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242號1樓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1段190號(紫雲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66巷49弄5號

週二、三、五
週二
週三、五

166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糧堂(內湖日照中心)

02-26307538#10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36巷15弄5號

週一、四

167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士林靈糧堂(內湖日照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安泰里安泰街49巷1號

週二

168
169
170

臺北市內湖區樂康里辦公處
社團法人臺北市麗山社區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松年長春服務中心(開元)

內湖區康樂街136巷15弄4號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22號1-2樓(麗山國語禮拜堂)
臺北市文山區開元街27號

週二
週一、四
週二、四

171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02-26307538#10
02-26307502
0972-295-577
02-26277252#20
02-25851434
02-29286060#10660
02-29394359

臺北市文山區永安街1號

週二至五

172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社區發展協會

02-29399569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臺北市文山區明興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辦公處
臺北市文山區景人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文山區景東里辦公處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里辦公處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松年長春服務中心(景華)
台灣迦美福音傳播協會
臺北市文山區景慶社區發展協會
台北市梘尾關懷互助協會
臺北市文山區樟林社區發展協會

02-22340391
02-22342099
02-29315839
0912-950-669
0932-119-689
02-25851434
02-29348952
02-29322483
02-23110690
02-29369071

183

臺北市文山區順興社區發展協會

02-29395932

184 文山區 臺北市文山區萬年社區發展協會
185
社團法人台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

02-86637176
02-23636356

159

內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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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145巷30號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145
巷30號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1段19號1樓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指南路3段33巷34號1樓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21巷3弄11號1樓
臺北市文山區景東里景華街128巷2弄9之1號1樓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里育英街57巷17號1樓
臺北市文山區景華街49巷1號
臺北市文山區三福街74巷2號1樓
臺北市景福街215號
臺北市文山區萬慶街6號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4號2樓之1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165巷12號1、2樓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2段22號2樓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50巷35號(萬年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4段85巷2號

週五
週三、五
週二至五
週三、四
週四
週六

週一、三、五
週一至五
週二
週一、二、四
週二
週一
週三、四
週一、二、四
週一至五
週二、四
週二、三
週一、三、五
週四
週一、三

文山區
編號 行政區
據點名稱
186
臺北市文山區萬和社區發展協會
187
社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萬芳浸信會

連絡電話
02-29310147
02-22303518

共餐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汀洲路4段215號1樓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1段19巷5號之1

共餐時間（中午）
週三、五
週一至五

188

臺北市文山區萬盛里辦公處

0932-061-855

臺北市文山區萬盛里興隆路1段15號1樓及3樓(臺北花木批發市場) 週三

189
190
191
192

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民小學
財團法人台北市活石基督徒團契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亞之聲社中華基督教便以利教會木柵堂
臺北市文山區萬興里辦公處

02-29314360#20
02-29399784
0952-650-867
0936-673-851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1段68號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45巷24弄17號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11號
臺北市文山區萬興里秀明路2段112巷14號1樓

週二
週三、日
週二、四
週四

193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里辦公處

0920-075-552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里木柵路1段59巷4號旁(早安綠莊活動中心)

週四

194
臺北市文山區樟新社區發展協會
195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196
臺北市文山區興邦里辦公處
197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家家堂)
198
臺北市文山區興家里辦公處
199
臺北市文山區興泰里辦公處
200
臺北市北投區八仙里辦公處
201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會(新北投浸信會)
202
臺北市北投區中庸里辦公處
203
臺北市北投區永和里辦公處
204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里辦公處
205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
206
臺北市北投區立群社區發展協會
207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208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會(石牌教會)
209
臺北市北投區吉慶社區發展協會
210
臺北市北投區秀山社區發展協會
211
北投老人服務中心(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212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里辦公處
213 北投區 臺北市北投區振華社區發展協會
214
社團法人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215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社區發展協會
216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辦公處
217
社團法人台灣愛喜樂關懷協會
218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219
臺北市北投區榮光社區發展協會
220
臺北市北投區福興社區發展協會

0972-246-031
02-22393070#140
0919-323-040
02-23922993#15
02-22308169
0910-121-013
0933-999-431
02-28985252
0932-230-460
0933-202-119
0910-069-290
02-2823-6699
02-28210702#502
02-28282688
02-28227484#551
02-23928851
02-28282002
02-28941666
02-28929702
0920-883-960
02-28261639
02-23751213
02-28922543
0932-923-070
02-28224466#22
02-28910320
02-28231593
02-28279392

臺北市文山區一壽街22號9樓教室二(樟新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25巷6號
臺北市文山區興邦里興隆路2段203巷10號1樓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07巷6弄6號
臺北市文山區興家里興隆路3段223之2號
臺北市文山區興泰里辛亥路4段252巷5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八仙里北投路1段臨20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雙全街19巷4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中庸里永興路1段12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永和里行義路138-1號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里自強街120巷15弄8號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1段250號
臺北市北投區尊賢街251巷18號1樓 (立賢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80號
臺北市北投區實踐街48巷3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61巷2之2號(吉慶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502巷2弄11號1樓(秀山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1段12號3.4樓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里東昇路80號旁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ㄧ路40巷37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路201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里湖山路1段48之2號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61號1樓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6路120號3樓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166巷43弄15號
臺北市北投區自強街5巷22號(福星宮)

週二、五
週五
週四（9月起改週三）
週四、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一、三至日
週一
週二
週一
週四
週一至五
四
週三、六、日
週一、二、三
週二
每月最後一週週三
週二
週二、五
週一、三、五
週一至五
週三
週二、四
週二、三、四
週一、三、五
週四

221

臺北市北投區硫磺谷社區發展協會

02-28960374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2段95巷1弄1號(豐年里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三路3號(文化區民活動中心502教室)

週二、四

222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里辦公處

0928-030-047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里中央北路2段95巷1弄1號1樓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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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政區
據點名稱
223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會(北投知行教會)
224
臺北市健康生活與成功老化學會(關渡關懷站)
225
台北市777銀髮族總會(松山)
226
社團法人台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敦化教會)
227

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會(松山)

228
社團法人台北市銀髮族協會(松山)
229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恩友堂
230
臺北市松山區安平社區發展協會
231
中國老人教育協會
232
社團法人台北市長期照護發展協會(松山)
233
財團法人臺灣聖教會
234 松山區 臺北市松山區東勢里辦公處
235
社團法人台北市向日葵慈善協會
236
社團法人台北市二村基石關懷協會
237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蒙恩堂)
238
臺北市松山區建源社區發展協會
239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八德)
240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里辦公處
241
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
242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松年長春服務中心
243
臺北市松山區新東社區發展協會
244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245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全人福利事業基金會(吳興教會)
246
臺北市信義區三黎里辦公處
247
臺北市基督教新榮耀堂福音協進會
248
臺北市信義區中行里辦公處
249
松山慈惠堂
250
社團法人厝邊有愛關懷協會(中坡教會)
251
臺北市信義區五全里辦公處
252
臺北市信義區五常里辦公處
253
臺北市信義區挹翠社區發展協會
254

臺北市信義區六合里辦公處

255

台北市松山五分埔福德宮

256

臺北市信義區四維里辦公處

257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信義堂)

258
259

臺北市信義區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國民小學

連絡電話
0932-230-460
02-28587000#2158
02-27780757
02-23636356
0989-080-059
02-23928851
0932-230-460
02-27297708#7058
02-27670760
0937-526-386
02-27565010
02-27936645
02-27123242#14
02-27170369
02-287706501
02-27632002
02-23922993#12
02-25791689
02-25702560#16
0987-636-387
02-27672907#643
02-25851434
02-27664552
02-27716823
02-27589796
0911-822-428
02-27276003
02-27274777
02-27261735#205
02-27273907
02-27620007
02-27665118
0937-080-389
02-27228636
0922-658-178
27291882
0963-352-617
02-27692390
0915-252215
02-23922993#15
02-27299580
02-27581449
02-2764131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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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餐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三段209號2樓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12號(關渡國中5樓教室)
臺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2段294號4樓之1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38巷7號

共餐時間（中午）
週二、五
週三
週一
週二、三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91巷74號1樓

週二、三、四

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42號2樓
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123號
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42號2樓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35巷9號2樓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35巷7號1樓
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107號12樓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3巷8弄7號1樓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3巷7弄11號1樓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69巷2弄10、12號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32巷3號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58巷7弄20號(復健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55巷4弄35號1樓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里八德路3段12巷52弄2-1號B1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746號
臺北市松山區饒河街105號
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3號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78號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69巷18弄6號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0巷14弄6號1樓
臺北市忠孝東路5段782號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68巷32號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51巷33號
臺北市信義區大道路127-1號
臺北市永吉路278巷1弄13號
臺北市信義區五常里永吉路187巷6巷6號1樓
臺北市信義區紫雲街23號1樓

週一至五
週二、五
週一、三
週二、三、五
週一、三、五
週二、五
週三、五
週二、三
週一、五
週三、四
週一、四
週五
週三
週四
週二、五
週三
週二
週二、三、四
週四
週二
週三
週一、二、三、四
週四、五
週二、三、四
週二
週一、三

臺北市松仁路240巷19號3樓

週四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30巷19號

週二、三、四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70巷1號1樓

週二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43巷9號

週四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94號4樓（永春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25巷48號

週二、五
週三

編號 行政區
據點名稱
260 信義區 臺北市信義區安康里辦公處
261
臺北市東家獅子會
262
臺北市信義區松光里辦公處
263
臺北市信義區雙春社區發展協會
264
臺北醫學大學(展齡中心)
265
臺北市信義區雅祥社區發展協會
266

臺北市信義區新仁里辦公處

267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協進會

268

社團法人台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中坡教會)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清新坊)
社團法人台北市銀髮族協會(信義)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同老人福利基金會
信義老人服務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臺北市信義區雙和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加倍愛全人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中研教會)

連絡電話
02-27273989
02-27591599
0925-129-159
02-27695123
02-27361661#2283
02-27659746
0910-352-444
02-27649111
02-27382357
02-27387235
02-27125791(總會)
教會02-27238578
手機0981-147-960
02-27361661#2282
02-27333996
02-25577680
02-27670563
02-87870300
02-27381447
02-26516600
02-26538820
02-23635546

278

臺北市南港區好厝邊社區發展協會

02-27827592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70巷12號2樓（中研區民活動中心）

週二、五

0919-619-949
02-27826939
02-26511002#14
02-27832970
02-27836049#160
02-27839117
02-23221735
2786-5265
0982-500-513
02-26535311#12
02-26517928
02-27826248
0938-327-576
02-27851376#161
02-27834848
0931-518-686
0937-928-904
02-27821418#112

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443號1樓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746號
臺北市南港區中坡北路92號2樓
臺北市南港區成功路1段99號1樓（西新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31號
臺北市南港區興華路62號
臺北市南港區市民大道8段367號2樓
臺北市南港區新民街64號2樓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87巷5號2樓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40巷21號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64巷7、11號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91號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65號
臺北市南港區成福路82號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街1段91巷11號(舊莊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南深路21巷18號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街1段100號

週三
週一、二、三
週二、四
週一、四、五
週二
週五
週二、四、六
週三、五
週四
週一、五
週三、四、日
週一、六
週五
週一、三、五
週一、二、四、五
週二、五、日
週五

279
臺北市南港區仁福里辦公處
280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里辦公處
281
財團法人以琳基督徒中心
282
臺北市南港區新昆陽社區發展協會
283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
284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南港浸信會
南港區
285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286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社區發展協會
287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建順養護中心)
288
臺北市南港區新光社區發展協會
28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我願意全人關懷協會
290
中華民國世界禪福園身心靈發展協會
291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
292
臺北市南港區鴻福社區發展協會
293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社區發展協會
294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傳道會復生教會
295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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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餐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232巷58號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76巷2弄22號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92巷32號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94號2樓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56巷16弄7號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35巷9弄1號

共餐時間（中午）
週三
週一至五
週五
週二、三
週一、二、四、五
週四

臺北市信義區新仁里忠孝東路4段553巷22弄21號1樓

週三

臺北市信義區信安街78-80號2樓(連棟)

週四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57號

週四、五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3段599號
臺北市和平東路3段341巷5號1樓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6號3樓(興雅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55號3樓之8號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6號4.5樓
臺北市吳興街284巷24弄12號(雙和社區活動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208號1樓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7段625巷16號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1巷5號

週三、五
每週1次(詳細時間請電洽)
週一、三、五
週二、四
週二、四
週二、四
週一、三、五
週二、四、日
週三、五

編號 行政區
296
臺北市萬華區仁德里辦公處
297
臺北市萬華區日祥里辦公處
298
299
300

據點名稱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中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華興教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台北靈糧堂(雙園靈糧福音中
心)
臺北市萬華區和德里辦公處

連絡電話
0920-408-935
02-23376359

共餐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仁德里西寧南路192-1號1樓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84號

共餐時間（中午）
週一
週一、三、五

02-23015171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17&219號

週三、四、日

02-23623022#8713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362號4樓

週二、三

0937-896-753

臺北市萬華區和德里興義街25號1樓(興義區民活動中心)

週一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52號1樓之11(日托、臨托)、52號1樓之3(會
談室、活動地點)、54號1樓(活動地點)

週一至五

301

中正國宅銀髮族服務中心(財團法人關懷長青文教基金會)

02-23054169
02-2305-4261

302

臺北市萬華區忠貞里辦公處

0953-190-521

臺北市萬華區忠貞里萬青街115號1樓

週三

303

中華民國雙囍老人義務教育推廣協會

02-23377360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陸411號2樓(萬青區民活動中心：課程及共餐)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66號2樓(開放時段)

週一、三、四

02-23361881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3樓

週一至五

臺北市萬華區青山里西園路1段152號1樓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40巷10號(保德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95號（勤學樓1樓124教室）
臺北市萬華區凌霄里中華路2段504巷20號1樓
臺北市萬華區頂碩里莒光路112巷8號1樓（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萬華區長順街臨62號
臺北市萬華區長順街臨127號(長順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新安里萬大路187巷1弄7號1樓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16巷13之1號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416巷9-3、9-4號(青年國宅)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5巷7號1樓 (新忠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329巷25號1樓(壽德里里民活動場所)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4號3樓

週一
週一、三、五
週三
週三
週三
週二、四
週一、三至五
週三
週三、五
週一至五
週二、四
週二至四
週一至五
週一、五
週二至週四(點心)
週三
週一、二
週一至五
週三、五

臺北市萬華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
會)
305
臺北市萬華區青山里辦公處
306
臺北市萬華區保德社區發展協會
307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308
臺北市萬華區凌霄里辦公處
309
臺北市萬華區頂碩里辦公處
萬華區
310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會
311
社團法人中華洪門大蜀山社會關懷協會
312
臺北市萬華區新安里辦公處
313
臺北市萬華區新和里辦公處
314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社區發展協會
315
臺北市萬華區新忠里辦公處
316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社區發展協會
317
萬華老人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304

318

社團法人台北市艾馨公益慈善會

319
320
321
322

臺北市萬華區綠堤里辦公處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萬華)

0933-121-742
02-23323337
02-23034803#1604
02-23376040
0939-512-951
02-23081454
02-23029001
0936-077-184
02-23078133
02-23031537
02-23392806
02-23090713
02-23610666#15
02-23366516
02-2336-0896
0955-195-123
02-23628232#409
02-23060493#2310
02-23098844

323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里辦公處

02-23066865

324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小德蘭堂)

325

臺北市萬華區馬場町社區發展協會

02-23028934(據點)
02-23120891(會址)
02-2309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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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229號6樓
臺北市萬華區綠堤里雙園街107巷25號1樓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1、4樓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75巷27號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80巷25號1樓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96號1樓(雙園里辦公處)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9號(雙園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315號(雙園國小)

週二、三

臺北市萬華區興寧街70號

週一至五

臺北市萬華區國興路1巷2-4號

週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