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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機構參考列表  

【兒家婦】  

機構名稱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總會與各分事務所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大同育幼院 

台北市北投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台北市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市私立伯大尼兒少家園  

台北市東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台北市恩加貧困家庭協會  

台北市萬華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台北市福安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台北兒童福利中心  

台灣世界展望會  

社團法人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小羊之家）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新北市西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約納家園  

財團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附設德蘭兒童中心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家服組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資發處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兒少組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托育組  

財團法人現代婦女基金會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靖娟幼兒安全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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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北兒童福利中心  

基督徒救世會社會福利基金會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臺北市大安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臺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基隆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財團法人新北市榮光育幼院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龜山家庭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青少年  】  

機構名稱  

中華民國白浪青少年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新北市少年培力園  

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台北市希望家園 (安置服務 )  

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616 幸福工作站 )  

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台北市立信義國中  

台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台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臺北市蘭州國中  

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學校社會工作 )  

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學校社會工作 )  

台北市東區少年服務中心  

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  

台北市南區少年服務中心  

台北市北區少年服務中心  

台北市中山大同區少年服務中心  

新北市蘆洲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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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young 少年創意基地  

樂窩社區服務協會  

汐止 Wawa 森林—至善兒少發展中心 (至善基金會 )  

台灣世界展望會 (展望家園 )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社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乘風少年學園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台北善牧學園  

財團法人天主教福利會附設台北青友中心  

財團法人台北市聖道基金會  

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心棧家園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財團法人都市人基金會  

 

【身心障礙】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八德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大同兒童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大安文山區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金龍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成人支持服務台北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大同育幼院 (早期療育

部 )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台灣盲人重建院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南市私立德蘭啟智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  

中華民國啟聰協會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台北市第一兒童發展中心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4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新北市愛智發展中心  

新北市樂慧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新北市自閉症潛能發展中心 

大安文山區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金龍發展中心) 

台北市信義及南港區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崇愛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發展中心 

社團法人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 

社團法人金門縣身心障礙者家長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宜蘭縣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新北市愛明發展中心 

臺北市天行者全人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重聽福利協會 

 

【醫務】  

機構名稱  

天主教耕莘醫院社會服務室  

臺中榮總社工室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院本部社會服務室（中興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社會服務室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民總醫院 (社會工作室 )  

花蓮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社會服務處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社會服務處  

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財團法人徐元智醫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醫院社會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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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馬偕紀念醫院社會服務室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社會服務室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社工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社會工作室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國泰綜合醫院社會服務室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會工作室  

敏盛醫院經國總院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社會服務課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社會服務組  

萬芳醫院社會工作室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社會工作部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臺安醫院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新北市聯合醫院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三軍總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精神科及心理衛生】  

可參考聯合公告：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網頁 http://www.mhsw.org.tw/ 

機構名稱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社會工作科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社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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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社工科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社工科  

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社工室  

三軍總醫院 (內湖院區精神醫學部 )  

三軍總醫院 (松山分院身心科 )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耕莘醫院精神科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精神科  

亞東醫院精神科  

台中童綜和醫院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社工科  

恩主公醫院精神科  

桃園榮民醫院精神科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精神部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孫媽媽工作坊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慈芳關懷中心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部社工室  

台北馬偕醫院精神醫學部：台北 /淡水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科社會工作）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科社會工作）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  

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活泉之家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北市精神障礙者會所 -真福之家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桃園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台北市昆明防治中心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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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台灣省分會(板橋老人服務中心) 

天主教主顧修女會奇蹟之家 

台北市士林老人服務中心 

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  

1.居家服務組  

2.台北市龍山老人服務中心  

3.龍山日間照顧中心  

4.西區家庭照顧者中心  

5.臺北市大同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109/8 月營運 )  

台北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 

1.東明住宿長照機構 (南港 )  

2.日照中心  

3.愛愛院住宿型機構  

台北市松山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大同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照顧服務員專業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失智老人服務組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健順養護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設新北市私立雙連老人安養中心  

高雄市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老人福利科 )  

新北市頤安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臺北市南港老人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宜蘭縣竹林養護院 

台北市信義老人服務中心 

台北市西湖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宜蘭縣私立瑪利亞長期照護中心 

新北市永和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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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老人長期照護協會 

 

 

 

【職場社工】  

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暨就業服務處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三重就業站 

中和就業站 

新莊就業站 

桃園市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  

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大陸廣州、大朗、蘇州 EAP 實習） 

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 

馴錢師財商研究中心 

新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資源中心 

唐氏症基金會 

 

【原住民】  

機構名稱  

山美社區發展協會  

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  

台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  

台灣世界展望會花蓮辦事處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台灣世界展望會東區辦事處宜蘭中心  

財團法人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  

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龍眼林福利協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光復鄉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長老會山宣總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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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富野社區發展協會 

本校學務處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門諾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原住民關懷協會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台灣世界展望會(復興中心) 

台灣世界展望會玉里二中心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北區原住民工作站)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復興家庭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聲遠老人養護之家 

財團法人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 

 

【社會行政 /社會救助】  

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福中心  

林口觀照園  

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 

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社團法人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其他  】  

機構名稱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臺灣勞工陣線協會  

 

【特別計畫  】  

機構名稱  

香港天水圍官立中學  

香港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聖公會沊仔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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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勵馨婦女關懷中心  

Friend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華人特殊兒童之友  

澳門黑沙環青年活動中心 

澳門鮑思高慈青營協會  

崗頂明愛老人中心  

馬寶寶社區農場  

澳門明愛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明愛恩翠苑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屯門仁愛堂社區中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新來港人士樂聚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