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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

會

台北辦公室

02-

23711406,台

中辦公室04-

22295550

http://www.lour

des.org.tw/index

.asp

10041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

一段2號2樓203室，台中

市40043綠川東街32號12

樓之11

提供愛滋感染者社區照顧，以提升其生活品質。維護愛滋感染者的人

權。愛滋教育宣導，使社會大眾明瞭愛滋病毒對個人的影響，以破除

愛滋的烙印與歧視。

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

家協會

02-27389600

高雄07-

3908-671

http://www.hhat

.org/
11054 台北市信義區嘉興街262

之1號1樓

促進社會和諧、維護愛滋感染者生活品質，提供感染者人道與人性關

懷，生活照顧臨時住所，使其恢復健康與社會接續之中心，並以輔導

心理重建信心。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

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3703579 http://www.aids
care.org.tw/

10047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20

巷14號4樓

1.附設『恩典之家-成人照護中心』提供愛滋病成人重症及及安寧照

顧。2.『寶寶照護中心』提供預防性投藥及生活照顧，以期降低愛滋

感染率，為全國第一個專責照護疑似愛滋兒的合法機構。3.監所服務

計畫：提供團體及個人諮商輔導、衛教、出所服務、電話諮詢及心理

諮商，至機關團體、社區學校演講，推廣防治教育等。

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

會

02-

29270010#50

1

http://www.

dawn.org.tw

/

23443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2段

23巷37號

以耶穌基督的信仰、愛心，協助戒毒學員恢復身體、心理、靈性及社

會生活等全方位的重建，使戒毒學員徹底脫離毒癮。協助政府推行反

毒、劇毒、犯罪防治活動，並至各監所宣導毒害的防杜教育。

社團法人台灣血友病

浮木濟世會

02-2579-

5711

http://tw.my

blog.yahoo.

com/hemop

hiliatw/

10562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

46巷35號1樓

辦理血友病患及家屬照護計畫。以社會工作專業導入協會之服務運作

，落實扶助弱勢族群之服務宗旨。

社團法人台灣世界愛

滋快樂聯盟

08-7786950 http://hiv.or

g.tw/hiv/

90070 屏東縣屏東市古松西巷

716號

舉辦愛滋議題之研討會及教育宣導，辦理愛滋感染者及病友服務方案

，提供有關愛滋相關資源及協助，辦理愛滋工作人員、警政、媒體、

導遊領隊及工商企業之教育訓練方案，推展愛滋多元就業方案，提供

團體諮商與個別諮商服務等。

社團法人台灣誼光協

會

02-2382-

0859,02-

2375-5413

http://www.

lofaa.org.tw

10044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巷

1號3樓

提供網路諮詢服務、網路新聞即時報、愛滋相關報導、性教育暨愛滋

防治教育演講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灣懷愛協會

04-

24730022ext

11722

http://w3.csmu.e

du.tw/~aidscare/
40201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

段110號(研究大樓13樓)

協助教育大眾對愛滋病之認識及防治指導， 推動各級學校或團體，有

關愛滋病之教育，提供愛滋病醫療服務、生活協調等工作。

http://www.lourdes.org.tw/index.asp
http://www.lourdes.org.tw/index.asp
http://www.lourdes.org.tw/index.asp
http://www.hhat.org/
http://www.hhat.org/
http://www.aidscare.org.tw/
http://www.aidscare.org.tw/
http://www.dawn.org.tw/
http://www.dawn.org.tw/
http://www.dawn.org.tw/
http://tw.myblog.yahoo.com/hemophiliatw/
http://tw.myblog.yahoo.com/hemophiliatw/
http://tw.myblog.yahoo.com/hemophiliatw/
http://tw.myblog.yahoo.com/hemophiliatw/
http://hiv.org.tw/hiv/
http://hiv.org.tw/hiv/
http://www.lofaa.org.tw/
http://www.lofaa.org.tw/
http://w3.csmu.edu.tw/~aidscare/
http://w3.csmu.edu.tw/~aidscare/


單位 電話 網頁 郵遞區

號

地址 工作內容

社團法人台北市日日

春關懷互助協會

02-25535138 http://coswas.or
g/

10358 台北市大同區歸綏街128

號1樓

宣導愛滋防治，提倡安全性行為。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

基金會

02-25592059 http://www.taiw
anaids.org.tw

10341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40

號3樓

參考世界經驗進行在地化的防治策略，積極投入青年愛滋教育的行

動。推動「愛現幫」組織感染者入國中以上校園宣導、培育「校園紅

絲帶社團」、寒暑假及期中實習生訓練、組織國際愛滋關懷愛滋青年

隊進行國際交流、參與世界愛滋大會刺激青年成長；並積極結合各項

防治資源，進行必要的宣導防治工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

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02-25561383 http://praatw.org 10355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

段48號2樓

1.促進愛滋感染者對自身權益及地位的認知。2.促進社會各界對愛滋

感染者政策、福利之重視與支援。3.促進國內外愛滋感染者支援團體

之聯誼、交流與合作。4.推動保護礙滋感染者相關法令及政策之研

究。5.推動其他有利於愛滋感染者福利、權益等事宜。6.處理愛滋感

染者權益侵害事件。
財團法人護理人員愛

滋病防治基金會

02-2531-

7575

http://www.

napf.org.tw

10451 台北巿中山區林森北路

413號6樓之1

1.辦理護理人員愛滋病護理研習會、研習營。2.辦理學校校護愛滋病

防治師資研討會。3.招募訓練護理人員、護理教師及校護成為愛滋防

治義工。4. 辦理兩岸醫護學術交流研討會。5.出版愛滋病照護學6.出

版半年刊通訊。7.接受電話諮詢。

台灣愛滋病學會 02 -

23123456 分

機 66575

http://www.aids-

care.org.tw
10048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台大醫院5東3樓)

推動愛滋病之學術研究事項，辦理愛之關懷網站，定期出版愛之關懷

季刊。

台灣減害協會 03-3475721 http://www.wret

ch.cc/blog/living

whope/8633575

30048 桃園市園二街155號 成立宗旨：減低物質濫用對個人及社會帶來的損害，降低藥癮者感染

愛滋病毒及其他共病的機率，辦理減害相關活動。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

作協會

02-

27466487,27

657068

http://www.

mswa.org.t

w/

10571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

段163號2樓之3

結合學術、實務界之力量，謀求醫務社會工作之研究、發展與訓練，

促進醫務社會工作人員之聯繫，並提高醫務社會工作服務素質，以增

進國際交流與全民健康福址為宗旨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02-2747-

0648

http://nusw.ware

house.com.tw/ht

ml/ezcatfiles/nus

w/homepage/17

81/index.htm

10572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

段28號3樓

應「社會工作師法」之規定，於各縣市成立社會工作師公會之後籌組

全國聯合會，本會會員為各縣市社會工作師公會。以建立社會工作專

業服務體系，協助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政策，確保受服務對象之權益，

並維護會員權益及謀求會員福利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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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

總會

02-2363-

7656

http://upftaiwan.

org.tw/wfwp/
1064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

段95號7樓之2

針對婦女及一般民眾等辦理愛滋防治宣導活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灣女童軍總會

02-27771714 http://gstaiw

an.org

10491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一段23巷28號3樓

辦理愛滋教育徽章種子教師營及愛滋教育徽章考驗營

社團法人嘉義市生命

線協會

05-2239283 http://www.

chia-

yi1995.url.t

w/

60089 嘉義市西區福全街54號 生命線於1963年由亞蘭沃可博士首創澳洲雪梨，以「自殺防治」幫助

人們解決各種困難為宗旨，藉著二十四小時的電話輔導使因絕望而企

圖自殺者重新獲得生活的勇氣，隨後世界各國紛紛響應設立生命線並

組織國際生命線協會。嘉義生命線協會於67年成立，協助辦理藥癮者

家屬之諮商輔導工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總會

02-

23628232#51

http://www.redc

ross.tw/
10662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二段276號10樓

配合國際紅十字會組織呼籲重視愛滋病預防宣導工作，且曾獲法務

部、聯合勸募補助，辦理愛滋防治種子訓練相關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

構兒童關懷協會

02-27220207 http://www.

childrenho

me.org.tw

11073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417巷94號

針對兒少安置機構第一線工作人員愛滋照護教育訓練計畫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02-25953856 http://www.nup
harma.org.tw/

10452 台北市民權東路1段67號

5樓

協助辦理藥局全面推動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輔導方案

台灣預防醫學學會 02-26701466 http://www.

aids.org.tw/

11221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2段

155號圖資大樓9樓901室

關懷愛滋病患，提供持續性的服務與支持，解決因愛滋病蔓延所帶來

的社會及醫療上的問題。推廣愛滋防治活動與教育，提高民眾對愛滋

病的認識、了解與關切。 辦理同志族群愛滋病宣導防治及義工訓練，

提供愛滋感染者及其家屬服務

台灣愛滋被單協會 02-26701466 http://aids-

quilt.mywe

b.hinet.net/i

ndex.htm

11221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2段

155號圖資大樓9樓901室

致力於愛滋病防治的民間團體－希望工作坊，於94年成立「愛滋紀念

被單計畫組織」，同年在世界愛滋日（12月1日）首次舉辦 台灣地區

的愛滋紀念被單。旨在協助被單製作，並負責被單整存及定期辦理愛

滋被單巡迴展。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

02-

23921969,23

921970

http://www.hotli

ne.org.tw
10084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

段70號12樓

針對同志社群舉辦「愛滋防治暨權益」巡迴教育講座。提供同志社群

愛滋防治、安全性行為衛教電話諮詢服務。提供各縣市衛生機關與民

間團體，關於同志議題的諮詢服務與「認識同志」巡迴講座。製作、

發放男同志安全性行為衛教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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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

望協會

07-5500225 http://www.

lovehope.or

g/

80452 高雄市鼓山區龍文街25

號2樓

辦理愛滋感染者陪伴就診與訪視，電話諮詢，協助匿名篩檢活動之推

行。並推動外展服務工作及衛教宣導

http://www.lovehope.org/
http://www.lovehope.org/
http://www.lovehop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