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脊髓損傷團體服務網
單位名稱／理事長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理事長︰陳善修
桃園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董事長︰林進興
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武清台
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簡晏隆
台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梁銘勳
台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

董事長︰林進興
桃園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劉桂香
新竹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曾義龍
新竹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潘明興
苗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徐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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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3328120
傳真︰02-25579070

10361 台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 136 號 16 樓之 6

電話︰03-4909001
傳真︰03-4908860

326 桃園市楊梅區高榮里快速路五段 701 號

電話︰02-24620598
傳真︰02-24620582
電話︰02-22672371
傳真︰02-22672021
電話︰02-23821086
傳真︰02-23821202

電話：02-25579060
傳真：02-25579070
電話︰03-4025022
傳真︰03-4025023
電話︰03-5971792
傳真︰03-5981302
電話︰03-5324066
傳真︰03-5342834
電話︰037-482838
傳真︰037-468284

郵政劃撥：18755302
郵政劃撥：19353227
202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 177 巷 61 號
郵政劃撥：18681709
235 新北市土城區福安街 27 號 1 樓

郵政劃撥：18602860
108 台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 3 號之 2
郵政劃撥：18611804
10361 台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 136 號 16 樓之 6

郵政劃撥：50225340
324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21 巷 30 弄 6 號 1 樓

郵政劃撥：18317411
303 新竹縣湖口鄉文化路 105 號 1 樓
郵政劃撥：18612577
300 新竹市田美三街 22 巷 21 弄 2 號
郵政劃撥：18638471
350 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三鄰青草 27-23 號

郵政劃撥：21844111
429 台中市神岡區三角里承德路 226 號
理事長︰蕭雅之
郵政劃撥：21603194
台中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4-24731074 408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 號
理事長︰殷建平
傳真︰04-24731312 郵政劃撥：21637628
南投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49-2982176 545 南投縣埔里鎮北安里八德路 17 號 1 樓
理事長︰趙俊恩
傳真︰049-2422446 郵政劃撥：21740719
彰化縣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電話︰04-8290566~9 513 彰化縣埔心鄉埔心村埔新路 200 號
理事長︰白水源
傳真︰04-8836613 郵政劃撥：21674717
雲林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5-5266837 640 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林頭 21-5 號
理事長︰張豊宜
傳真︰05-5266845 郵政劃撥：21809517
嘉義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5-3782880 61558 嘉義縣六腳鄉崩山村後崩山 78-3 號
理事長︰林清涼
傳真︰05-3782881 郵政劃撥：31276433
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5-2771030 600 嘉義市東區盧義路 367 巷 36 號
理事長：林育生
傳真︰05-2771060 郵政劃撥：31343938
台南南瀛脊髓損傷關懷協會 電話︰06-2427766
710 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 63 號
理事長︰洪朝琴
傳真︰06-2425123 郵政劃撥：31273496
台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6-2295607 708 台南市安平區湖內二街 7 號
06-2290669
理事長︰陳宥蓉
傳真︰06-2287454 郵政劃撥：31275861
臺中市山海屯脊髓損傷協會

電話︰04-25316256
傳真︰04-25316274

電話︰07-7191039
傳真︰07-7191038
電話︰07-3342250
傳真︰07-3344512
電話︰08-7380657
傳真︰08-7380962
電話︰039-589591
傳真︰039-589600
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 電話︰03-8230157
理事長︰林奕辰
傳真︰03-8226901
台東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89-356801
理事長︰高月玉
傳真︰089-318377
澎湖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電話：06-9262783
理事長：
傳真：06-9262785
高雄三山脊髓損傷重建協會

理事長︰周欣誼
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詹敏亨
屏東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黃俞榕
宜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
理事長︰吳奕峯

830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 196 巷 17 弄 4 號
郵政劃撥：41853015
806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3 號
郵政劃撥：42149728
900 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 180 巷 35 號
郵政劃撥：41836980
269 宜蘭縣冬山鄉鹿埔村永興路二段 415 號

郵政劃撥：17739027
970 花蓮縣花蓮市順興路 3 號 5 樓
郵政劃撥：06624281
950 台東縣台東市寧波街 141 號
郵政劃撥：06632681
8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 10 號
郵政劃撥：4198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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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fsci.org.tw
Email︰roc.fsci@msa.hinet.net
網址︰www.scsrc.org.tw
Email︰sci@scsrc.org.tw
網址︰www.klsci.org.tw
Email︰sci.kl@msa.hinet.net
網址︰www.tpsci.org.tw
Email︰scis.7879@gmail.com.tw
網址︰www.scitpe.org.tw
Email︰scitpe@scitpe.org.tw
網址︰www.scif.org.tw
Email: scif@scsrc.org.tw
Email︰taoyuan.tsci@msa.hinet.net
Email︰tkueiy@yahoo.com.tw
網址︰www.cc.nctu.edu.tw/~hcsci/
Email︰hcsci.hcsci@msa.hinet.net
網址︰www.spinal.idv.tw/moil168
Email︰moil168.moil168@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sci.bexweb.tw
Email︰sci.6256@yahoo.com.tw
網址︰http://www.tcsci.org.tw
Email︰newtcsci@gmail.com
網址︰http://www.ntsci.artcom.tw

Email︰n422.t446@msa.hinet.net
網址︰www.chsci.org.tw
Email︰changsci@yahoo.com.tw
網址：http://www.ylsci.org.tw/
Email︰yunlin.sciorg@msa.hinet.net
Email︰cycsci@yahoo.com.tw
網址︰http://main.cycsci.org.tw/
Email︰cyc.sci@msa.hinet.net
網址︰www.scitnc.org.tw
Email︰sci.Tainan@gmail.com
網址︰www.tncsci.org.tw
Email︰tncsci8449@gmail.com
網址︰www.kscsci.org.tw
Email︰kscsci@yahoo.com.tw
網址︰www.kssci.org.tw
Email︰scimyhome@gmail.com
網址︰http://ptsci.myweb.hinet.net
Email︰ppoi3434tw@yahoo.com.tw
Email︰a1778902@yahoo.com.tw
Email︰sci.ah@msa.hinet.net
Email︰ttsci.or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