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辦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地方政府通訊錄
序號 縣市別

1

服務中心名稱

承辦單位名稱

服務單位區域

七星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3

板橋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社團法人新北市保母協會
心

4

板橋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社團法人新北市保母協會
心

5

樹鶯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新北市保母協會

6

新莊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新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服務中心連絡電話

(02)22310158

汐止、瑞芳、平溪、雙溪、 221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
貢寮
131號2樓

(02)26427082
(02)26427083

中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中和

2

服務中心地址
23576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
118巷36號3樓

板橋(漢生東路以南)

22063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
段178號3樓

（02)89517830

板橋(漢生東路以北)

22060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50
號2樓

(02)29512898

樹林、鶯歌

23845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62
號3樓

(02)26821112

新莊

242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
130巷25號1樓

(02)22082667

24349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
段57號2樓

(02)29002612

8

社團法人中華熊媽媽保母公
永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永和
益協進會

23447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649號10樓

(02)29277979

23673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3
段62號2樓

(02)22673886

241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
段525號8樓之1

(02)29999686

24753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122巷44號2樓

(02)22825503

7

泰五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社團法人中華兒童與家庭促
泰山、五股、林口
新北市
心
進協會

9

土城及三峽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新北市兒童托教服
土城、三峽
務中心
務協會

10

三重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1

社團法人新北市婦幼發展協
蘆洲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蘆洲
會

12

文山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3

北海岸區居家托育服務中
臺北市優質保育公益協會
心

14

臺北市中正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新北市春陽關懷協
中正區
務中心
會

10065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207號4樓

(02)23019266

15

臺北市大同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母策進
大同區
務中心
會

10363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
段144號2樓

(02) 25981828

16

臺北市中山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中山區
務中心

10451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1段70號8樓

(02)25236919

17

臺北市松山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臺北市保母成長促
松山區
務中心
進會

11575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巷5號3樓

(02)27121051
(02)27121052

18

臺北市大安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中華熊媽媽保母公
大安區
務中心
益協進會

10647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
段86號2樓之1

(02)83695686

19

臺北市信義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臺北市保母協會
務中心

11087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310號3樓之1

(02)27654123
(02)27659308

社團法人新北市婦幼發展協
三重
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新店區大愛 新店、坪林、烏來、深坑、 23148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關懷協會
石碇
284巷9號
八里、淡水、萬里、金山、 251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85
石門、三芝
巷3號1樓

信義區

地方政府

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5樓
(02)29603456#3871負責：中和區
(02)29603456#3872負責：土城及三峽區
(02)29603456#3666負責：文山區
(02)29603456#3681負責：新莊區
(02)29603456#3683負責：泰五林區
(02)29603456#3679負責：蘆洲區
(02)29603456#3678負責：樹鶯區
(02)29603456#3833負責：北海岸區
(02)29603456#3831負責：七星區
(02)29603456#3786負責：三重區
(02)29603456#3685負責：永和區
(02)29603456#3680負責：板橋北區
(02)29603456#3667負責：板橋南區

(02)29134433
(02)28095488

20

臺北市 臺北市萬華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新北市春陽關懷協 萬華區
務中心
會

10877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
段416巷5號1樓

(02)23038678

21

臺北市士林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士林區
務中心

11141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669號4樓

(02)28330415

22

臺北市北投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北投區
務中心

11278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1
段532號3樓

(02)28211271

23

臺北市內湖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新北市春陽關懷協
內湖區
務中心
會

11472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
段486號1樓

(02)27911987

24

臺北市南港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臺北市保母成長促
南港區
務中心
進會

11575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4
段768之1號3樓
(7/2~9/30)10548臺北市松山
區敦化北路199巷5號3樓

(02)27856129
(02)27853931
(7/2-9/30)
(02)27856129
(02)27121052

25

臺北市文山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新北市新店區大愛
文山區
務中心
關懷協會

10647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4
段221號

(02)86638295
(02)86638296

26

桃園市第一區居家托育服
弘光科技大學
務中心

蘆竹區、大園區、觀音區

337桃園市大園區新園街58號

(03)3860980

27

桃園市第二區居家托育服
臺北市幼托協會
務中心

桃園區

330桃園市桃園區民族路212
號3樓

(03)3319967

桃園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務中心

楊梅區、龍潭區、新屋區

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02)27208889#1974負責：中正區
(02)27208889#1948負責：松山區
(02)27208889#1957負責：信義區
(02)27208889#1937負責：內湖區、北投區
(02)27208889#1941負責：文山區
(02)27208889#1955負責：萬華區、中山區、大同區
(02)27208889#1945負責：士林區
(02)27208889#1997負責：大安區、南港區

29

桃園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
中壢區
務中心
發展協會

325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高平 (03)4117578#602、 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
段418號
603
(03)3322101#6318負責：第3區、第5區
(03)3322101#6424負責：第1區、第2區
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
(03)3322101#6317負責：第4區、第6區
(03)4653050
段414號

30

桃園市第五區居家托育服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務中心

324桃園市平鎮區大連街45號
2樓

(03)4391060

31

桃園市第六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龜山區、八德區
務中心

33042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60
號3樓之2

(03)3382991

32

臺中市第一區居家托育服
408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2段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中區、東區、南區、南屯區
務中心
98號8樓

(04)24724830

33

臺中市第二區居家托育服
朝陽科技大學
務中心

西區、西屯區

407臺中市西屯區光明路160
號2樓

(04)24527828

34

臺中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
務中心

北區、北屯區

404臺中市北區梅亭東街36巷
2號

(04)22338063

28
桃園市

大溪區、復興區、平鎮區

35

臺中市 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
弘光科技大學
務中心

大肚區、沙鹿區、龍井區、
433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8號3
梧棲區、清水區、大甲區、
樓
外埔區、大安區

(04)26368722

36

臺中市第五區居家托育服
中臺科技大學
務中心

豐原區、后里區、東勢區、
420臺中市豐原區西安街36號
新社區、和平區、神岡區、
5樓
大雅區、石岡區、潭子區

(04)25226618
(04)25225995

37

臺中市第六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
務中心

太平區、大里區、烏日區、 412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
霧峰區
500號5樓之4

(04)24820181

38

臺南市第一區居家托育服
東區、南區、安平區、仁德 70146臺南市東區勝利路85號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06)2088362#11
務中心
區
三樓

39

臺南市第二區居家托育服
崑山科技大學
務中心

40

安南區、中西區、北區、安 70451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
定區、西港區、七股區
段213號二樓

新化區、左鎮區、永康區、
臺南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臺南市繻愛希望教 歸仁區、龍崎區、關廟區、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一街89號
育關懷協會
新市區、山上區
臺南市 務中心

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04)22289111#37506、37507

(06)247-1061
(06)247-2587

(06)303-5053

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06)2991111#5903負責：第1區、第2區
(06)2991111#6545負責：第3區、第4區

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06)2991111#5903負責：第1區、第2區
(06)2991111#6545負責：第3區、第4區

臺南市
新營區、鹽水區、後壁區、
白河區、東山區、柳營區、
佳里區、學甲區、將軍區、
臺南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臺南市繻愛希望教 北門區、麻豆區、下營區、 7304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61
務中心
育關懷協會
六甲區、官田區、大內區、 號
善化區、玉井區、楠西區及
南化區

41

42

高雄市第一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褓姆協
鳳山區
務中心
會

43

高雄市第二區居家托育服
輔英科技大學
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國校
巷78號(誠正國小)

(07)7199027
(07)7196364

三民西區、鼓山區、旗津
高雄市大寮區山頂路211號
區、前金區、鹽埕區、大寮
區、大社區、大樹區、仁武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222號3
區、林園區、鳥松區
樓

(07)7836006

旗山區、美濃區、甲仙區、
高雄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199號
杉林區、六龜區、內門區、
務中心
大學
(旗山社福中心)
桃源區、茂林區、那瑪夏區

44

(06)635-3728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433號
3樓

高雄市

(07)2817590
(07)2817507

(07)6614370

(07)7137686
(07)7137612

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0樓
(07)3368333#2495-2498負責：第1區

三民東區、苓雅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
7樓

高雄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
樹德科技大學
務中心

45

(07)3850257

茄定區、路竹區、燕巢區、
永安區、彌陀區、湖內區、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阿蓮區、田寮區、岡山區

(07)6158185

46

高雄市第五區居家托育服
樹德科技大學
務中心

左營區、楠梓區、橋頭區、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79號
梓官區
1樓

(07)5882855
(07)5882517

47

高雄市第六區居家托育服
崑山科技大學
務中心

小港區、前鎮區、新興區

(07)2373487
(07)2368974

48

宜蘭縣溪北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 宜蘭市、員山鄉、壯圍鄉、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一段65號3樓（03）9311243
務中心
幼中心
礁溪鄉、頭 城鎮、大同鄉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6號

26060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03)9328822#453

宜蘭縣
49

宜蘭縣溪南區居家托育服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 羅東鎮、五結鄉、三星鄉、
宜蘭縣羅東鎮光明街166號
務中心
幼中心
冬山鄉、蘇澳鎮、南澳鄉

50

新竹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
明新科技大學
中心

竹北市、新豐鄉、湖口鄉

51

新竹縣南區居家托育服務
玄奘大學
中心

新埔鎮、關西鎮、芎林鄉、
寶山鄉、竹東鎮、五峰鄉、 310新竹縣竹東鎮和江街366橫山鄉、尖石鄉、北埔鄉、 2號
峨眉鄉

(03)5110660

52

苗栗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 竹南鎮、頭份市、三灣鄉、
350苗栗縣竹南鎮文祥街41號
中心
聯盟文教基金會
南庄鄉、獅潭鄉、造橋鄉

(03)7550402

新竹縣

304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
號

（03）912914

(03)5593142#3822
、3824
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03)5518101#3253

36001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03)7559643

苗栗縣
53

苗栗市、三義鄉、大湖鄉、
苗栗縣南區居家托育服務 財團法人生命之愛文教基金 公館鄉、西湖鄉、卓蘭鎮、 36059苗栗縣苗栗市水源里金
中心
會
後龍鎮、苑裡鎮、泰安鄉、 鳳街22號
通霄鎮、銅鑼鄉、頭屋鄉

54

彰化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
社團法人彰化縣保母協會
中心

彰化市、和美鎮、鹿港鎮、
花壇鄉、大村鄉、埔鹽鄉、 50095彰化縣彰化市西興里辭
芬園鄉、線西鄉、伸港鄉、 修路570號
福興鄉、秀水鄉

(04)7622281
(04)7621990

55

彰化縣南區居家托育服務
中州科技大學
中心

員林市、永靖鄉、田尾鄉、
田中鎮、社頭鄉、大城鄉、
51003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3
二水鄉、芳苑鄉、溪洲鄉、
段2巷6號
埤頭鄉、竹塘鄉、溪湖鎮、
二林鎮、北斗鎮、埔心鄉

(04)8359000#1806

56

南投縣第一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南投縣褓姆學會
務中心

南投市、草屯鎮、埔里鎮、
中寮鄉、國姓鄉、仁愛鄉、 54064南投市南崗二路87號
名間鄉

(049)2248403
(049)2242519

57

南投縣第二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南投縣托育協會
務中心

水里鎮、集集鎮、竹山鎮、 55779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3
鹿谷鄉、信義鄉、魚池鄉
段731號

(049)2640585

58

斗六市、古坑鄉、斗南鎮、
雲林縣山線居家托育服務
64072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
中華國際婦幼福利發展學會 林內鄉、莿桐鄉、西螺鎮、
中心
159之1號
二崙鄉、崙背鄉

(03)7336823#19

500彰化市中興路100號6樓
(04)7532274
(04)7532284

彰化縣

54001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B棟1樓兒少科
(049)2247970

南投縣

(05)5379208
(05)5360245

雲林縣
59

雲林縣海線居家托育服務
雲林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中心

虎尾鎮、土庫鎮、元長鄉、
褒忠鄉、大埤鄉、麥寮鄉、
北港鎮、水林鄉、東勢鄉、
口湖鄉、四湖鄉、臺西鄉

社團法人台灣幼教學術發展
嘉義縣全縣
學會

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05)5522575
(05)5523489

虎尾中心：63241雲林縣虎尾
鎮光明路173號
北港中心：65141雲林縣北港
鎮華勝里公園路332號

虎尾中心：
(05)6326028
北港中心：
(05)7836973

621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05)2262859
(05)3707043

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1號
(05)3620900#2506

60

嘉義縣 嘉義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61

屏東縣 屏東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大仁科技大學

屏東縣全縣

907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20號

(08)7366780

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08)7320415#5325
(08)7320415#5327

62

臺東縣 臺東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

臺東縣全縣

95002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
號

(089)345985

950臺東市桂森北路201號
(089)341373#266

63

花蓮縣 花蓮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台灣公益社會實踐協會

花蓮縣全縣

970花蓮市文苑路12號4樓

(038)242533
(038)242930

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
(038)227171#256、257

64

澎湖縣 澎湖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澎湖縣社會扶助關
澎湖縣全縣
懷協會

880澎湖縣馬公市文學路263
號

(06)9211165

88043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06)9274400#396

65

基隆市 基隆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
基隆市全市
福利協會

204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482
號3M

(02)34011392
(02)34011253

20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
(02)24201122#2203~2205

30071新竹市光復路2段153號

(03)5753677-9

30048新竹市北區和平路142
號6樓

(03)5253281

66

新竹市東區居家托育服務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
東區
中心
大學

67

新竹市北區居家托育服務 社團法人新竹市嬰幼兒保育
新竹市
北區
中心
學會

300新竹市中央路241號8樓
(03)5352386#802負責：北區、香山區
(03)5352386#803負責：東區

300新竹市中央路241號8樓
(03)5352386#802負責：北區、香山區
(03)5352386#803負責：東區

新竹市
68

新竹市香山區居家托育服 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
南區、香山區
務中心
會
社團法人嘉義市希望種子兒
嘉義市
童暨青少年成長協會

30091新竹市牛埔北路181號

(03)5301632

60092嘉義市北興街328號1樓

(05)2911685

60006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
(05)2254321#155、157

(082)332623

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082)318823#62578

(0836)25022#401

20941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502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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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嘉義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70

金門縣 金門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金門縣嬰幼兒托育協會

金門縣全縣

891金門縣金湖鎮瓊徑路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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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 連江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連江縣全縣

20941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156號4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