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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部地區精神醫療機構一覽表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海天醫院

236宜蘭縣壯圍鄉古亭村古亭路23-9號 (03)930-801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設醫院

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14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02)2312-3456轉2142
(02)8792-722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100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4號

(02)2388-9595轉843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103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轉210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

(02)2709-3600轉524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111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50號

(02)2835-3456轉636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1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02)2726-314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15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轉8884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104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02)2543-3535轉3686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106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80號

(02)2708-2121

財團法人中心診所醫院

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77號

(02)2751-0221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

(02)2930-7930轉53951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111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轉2183

112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02)2875-7027轉302

112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02)2895-9808轉23824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臺北榮民總醫院
國軍北投醫院

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附設醫院 112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2826-4400轉35

財團法人私立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10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02)2737-2189轉3667

國軍松山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

105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105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02)2764-2151轉302
(02)2771-8151轉2692

培靈醫院

105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355號

(02)2760-6116

松山醫院

105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324號

(02)2767-6107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臺北分院) 105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轉3631

博仁綜合醫院

105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02)2578-6677轉2607

國泰綜合醫院內湖分院

114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360號

(02)2793-5888轉8011

財團法人孫逸仙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112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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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112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巷12號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249新北市八里鄉華富山33號

(02)2897-0011轉2806
(02)2858-7140
(02)2610-1660轉301
諮詢電話：86301922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02)2276-5566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

242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臺北縣立三重醫院

241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2號

(02)2982-9111

臺北縣立板橋醫院

220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02)2257-5151

242新北市新莊區瓊林路100巷27號

(02)2201-5222轉104

財團法人亞東紀念醫院

220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21號

(02)2954-6200轉4919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轉5388

宏慈療養院

231新北市新店區安泰路157號

(02)2215-1177

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

231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57巷5號

(02)2212-1100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251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02)2809-4661轉2735

長青醫院

251新北市淡水區糞箕湖1之5號

(02)8626-0561～2

泓安醫院

251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路91巷2號

(02)2623-2681

臺安醫院

252新北市三芝區興華村楓子林路42-5號 (02)2637-1600

名恩療養院

239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2段62、64號

靜養醫院

237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459巷92號1～2樓 (02)2671-0427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237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北新醫院

251新北市淡水區中寮里演戲埔腳1之2號 (02)2620-9199

行政院衛生署立基隆醫院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02)2429-2525

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

204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91號

(02)2431-0023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臺灣仁濟院
附設仁濟療養院新莊分院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204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道委員會

轉1812、1813

(02)2670-1092
(02)2672-3456

(02)2431-3131

264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386號

(03)9222141

佛教普門醫院慢性病分院

264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尚深路91號

(03)9220292

羅東博愛醫院

265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1、83號

(03)9543131

行政院衛生署宜蘭醫院

260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03)9325192

羅東聖母醫院

265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44106

270宜蘭縣蘇澳鎮濱海路一段301號

(03)9905106

連江縣立醫院

209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083)623995

行政衛生署金門醫院

891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2號

(082)332546*1231

員山榮民醫院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道委員會
蘇澳榮民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花崗石分院 891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夏興100-1號

(082)33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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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及新北市精神科診所一覽表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莊凱迪診所

臺北巿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149號3樓之1

02-23697926

天晴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292號、292號2樓

02-28355329

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2-1號

02-27317557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76號

02-23653171

啟誠聯合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20號1.2.3,4樓

02-23784380

康和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16巷11弄8號1樓

02-27523234

光能身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號11樓之3

02-27214322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電
聯合診所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
尿科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276號1樓、278號1樓 02-23690211

杏語心靈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00號1206室

02-27211526

敦南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樂利路109號

02-27331995

心靈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樂利路53號1樓

02-23785058

澄心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82號2樓

02-25230480

北安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69-2、569-3、569-4號

02-25337777

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1段5號1．2樓

02-33936779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04、506號1、2樓

02-87972121

邱楠超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街20號1樓

02-25702296

佑泉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08之4號1樓

02-27595512

松德精神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22號

02-27290336

美麗心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0號1樓

02-29886773

陳信任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20號1樓

02-2987186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精神
科門診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
診所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台北榮譽國民之家醫 新北市三峽區白雞路127號

02-26731201

務室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6號1、2樓

02-22745250

寧靜海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永貞路239巷20號1樓

02-29212321

欣康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88號1樓

02-22264688

設土城門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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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明心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748號

02-29286111

心晴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7號1樓

02-89250802

謝宏杰身心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7號

02-86916588

實健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32號1樓

02-89526627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75號1樓

02-22555222

楊思亮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4號

02-82528779

家樺聯合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42號1樓

02-82523000

林耿立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40－1號1樓

02-89123859

陳炯鳴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41號

02-22779773

三、北部地區康復之家一覽表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私立長安康復之家

10455臺北市松江路90巷3號4樓之7

(02)25239989

私立南港康復之家

11571臺北市研究院路一段23號1樓

(02)27887388

私立迦園康復之家

10861臺北市萬大路51號

(02)23060501

私立復友康復之家

10868臺北市萬大路314號

(02)23048792

私立慈佑康復之家

10589臺北市民生東路五段223號1.2.3樓

(02)27568079

私立慈誠康復之家

11155臺北市中山北路六段290巷43號2樓

(02)28378580

私立新天地康復之家

10091臺北市汀州路三段188號2樓之4

(02)23673110

私立萬華康復之家

10866臺北市西園路二段243號之5

(02)23397817

私立演慈北投康復之家

11263臺北市中央南路136號

(02)28913688

私立德安康復之家

10066臺北市南海路112巷11號4樓

(02)23327955

私立大同康復之家

10376臺北市延平北路三段4號3樓

(02)25850425

私立木柵康復之家

11655臺北市木柵路四段159巷2號1樓之10

(02)82300469

私立永青康復之家

11041臺北市吳興街284巷77號

(02)27974868

私立立泓康復之家

11670臺北市羅斯福路六段12號2樓之1

(02)29336551

私立如意康復之家

10662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62巷2號3樓之2

(02)27358537

私立安如康復之家

10474臺北市民族東路498號1樓

(02)25176790

私立均怡康復之家

11654臺北市萬利街71號2樓

(02)82301082

私立均德康復之家

10665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160巷1號2樓

(02)27075696

私立杏和康復之家

11245臺北市公館路433號4樓

(02)28234078

私立協和康復之家

11284臺北市行義路114巷2號

(02)28732281

私立奇岩康復之家

11242臺北市奇岩路105號

(02)28975702

私立怡慈康復之家

11670臺北市羅斯福路六段75號2樓

(02)29346176

私立承安康復之家

11241臺北市溫泉路18號1樓之1

(02)28961316

私立承宏康復之家

11256臺北市崗山路26號1樓之1

(02)28953368

私立東湖康復之家

11478臺北市康樂街72巷17弄9號1樓

(02)26341925

249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310、312號2樓

(02)8630-1495

249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02)8630-5755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
設康復之家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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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名

稱

址

聯絡電話

11242臺北市奇岩路105號

(02)28975702

私立怡慈康復之家

11670臺北市羅斯福路六段75號2樓

(02)29346176

私立承安康復之家

11241臺北市溫泉路18號1樓之1

(02)28961316

私立承宏康復之家

11256臺北市崗山路26號1樓之1

(02)28953368

私立東湖康復之家

11478臺北市康樂街72巷17弄9號1樓

(02)26341925

249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310、312號2樓

(02)8630-1495

249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02)8630-5755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巷18號3~5F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45號2F

(02)2910-2423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
設康復之家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
設第2所康復之家
私立新店安康之家
私立新店怡園康復之家
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附設康
復之家

231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57巷3之8號1樓

(02)8667-3167
(02)2212-1100
轉201

私立永丞康復之家

237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13-5號5樓

(02)2674-0789

私立五股康復之家

248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7巷8之1號1-2樓

(02)2298-1126

204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21巷24–1號1樓

(02)24310082

私立員山康復之家

264宜蘭縣員山鄉（村）金山西路80號

(03)9230040

私立濟安康復之家

265羅東鎮西安街49號

(03)9614589

333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78號

(03)82092717

私立宏苑康復之家

333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二段811號

(03)3296591

私立怡欣康復之家

330桃園市文化街65號5樓之1

(03)3473530

私立眾生康復之家

334桃園縣八德市樹仁三街601之1號二樓

(03)3672921

私立唯心康復之家

335桃園縣大溪鎮民權東路20號

(03)3887465

私立龍潭康復之家

325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中原路二段366巷12號 (03)4116120

私立立恩康復之家

320桃園縣中壢市信義路56號

(03)4353870

私立怡安康復之家

330桃園市文化街65號5樓

(03)3473530

私立如中康復之家

334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2段1416號

(03)3683320

私立護祐康復之家

330桃園市信光路88號

(03)3581805

303新竹縣市湖口鄉忠孝路25號

(03)5993500

300新竹市高峰路168號,168-1號

(03)5612858

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附設康
復之家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
設樂生康復之家

財團法人天主教湖口仁慈醫
院附設康復之家
私立修德康復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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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私立奇岩康復之家

四、北部地區社區復健中心一覽表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國軍北投醫院社區復建中心

112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49號

(02)2896209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草山職能工作坊

111臺北市士林區健業路7號

(02)28622470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孫媽媽工作坊

111臺北市士林區環河北路3段199號2、3樓

(02)2811150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福中職能工作坊

111臺北市士林區福港街151號5樓

(02)2880130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文山職能工作坊

116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2段160號1、2樓

(02)29332373

私立恩心社區復健中心

100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112巷11號1樓

(02)2332423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附設
社區復健中心

100臺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02)23123456
轉679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心湖職能工作坊

114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50號3樓

(02)26349681

私立均仁坊社區復健中心

106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160巷1號1樓

(02)27075696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心橋工作坊

22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548巷31號1樓

(02)22557504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新莊工作坊

242新北市新莊區文衡里景德路256、256號1樓 (02)22084545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設社區

249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2段308巷5號1樓

(02)26193448

235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5樓

(02)22469893

宜蘭縣員山榮民醫院附設社區復健中心

260宜蘭市女中路3段287號

(03)9313344

宜蘭縣金山社區復健中心

264宜蘭縣員山鄉（村）金山西路68號

(03)9220549

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附設社區復健中心

265宜蘭縣羅東鎮樹人路25號

(03)9543349

宜蘭縣蘇澳榮民醫院附設社區復健中心

270宜蘭縣蘇澳鎮福德路190號

(03)9906770

台北縣慈芳關懷中心

236新北市土城市中正路18號6樓

復健中心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
社區復健中心

(02)82621305
～6

五、全國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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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國精神護理之家一覽表
機構名稱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私立晨恩精神護理之家
北新醫院(附設精神護理
之家)
海天醫院（附設精神護理
之家）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玉里榮民醫院
行政院衛生署玉里醫院
國軍花蓮總醫院民眾診療
服務處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如苑精神護理之家
桃園縣私立龍祥精神護理
之家
正玄精神護理之家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私立喬光精神護理之家
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迦南精神護理之家

地

址

聯絡電話

備

註

50歲以下需長期養護之慢性精

249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02)2610-1660

251新北市淡水區賢孝里番子田132號

(02)2836-0840 15歲需長期養護之慢性精神障

251新北市淡水區忠寮里演戲埔腳1-2號2樓 (02)2620-9199
263宜蘭縣壯圍鄉古亭村（路）23-9號

(03)930-8010

981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91號

(03)8883141

981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448號

(03)8886141

971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
333桃園縣龜山鄉自強東路186之1號

神障礙者
礙者或合併精障之多障
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性
化、需生活照顧之精神病患
需長期養護之慢性精神障礙者
病情穩定精神病患（癡智多障
藥酒癮除外）
慢性化之精神分裂、情感性、
妄想性精神病患

(03)826-3151
轉815050
(03)3504151

325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高楊南路97之1號 (03)4719302
300新竹市天府路288號

(03)536-3024

351苗栗縣頭份鎮仁愛路116號

(037）685569

需長期養護之慢性精神障礙者

351苗栗縣頭份鎮後庄里信義路684、686號2樓 (037)687348
542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161號

(049)2550800

545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182-1號

(049)242373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永康榮民醫院附 710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06)312-5101

設精神護理之家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附設大
寮精神護理之家
玉發園精神護理之家

831高雄市大寮區內坑村內坑路180號
820高雄市岡山區通校路290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龍泉榮民醫院附 912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安平一巷1號
設精神科護理之家

(07)7818-105轉
237
(07)625-0268

精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性
化、需生活照顧之精神病患

(08)7704115
轉219

※如欲申請托育養護補助，須洽戶籍所在地社會局（處）辦理，並確認是否為該縣市政府合約之精神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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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部地區衛生單位一覽表
機

構

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稱

地

址

110臺北市市府路一號

聯 絡 電 話

(02)27205272

臺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 100臺北市中正區牯嶺街24號

(02)23215158轉212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103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2號

(02)25853227轉120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7樓

(02)25014616轉734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105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92號6樓

(02)27671757轉105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106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15號

(02)27335831轉105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 108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52號

(02)23033092轉284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110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號

(02)27234598轉252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111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39號2樓

(02)28813039轉231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112臺北市北投區泉源路14號

(02)28968601～7轉228

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 114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2樓

(02)27911164轉237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115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60號7樓

(02)27825220轉131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220號

(02)22343501～8轉3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220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1號

(02)22592806

新北市萬里鄉衛生所

207新北市萬里區瑪鍊路157號

(02)24921117

新北市金山鄉衛生所

208新北市金山區大同村民生路59號

(02)24982778

新北市板橋市衛生所

220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號

(02)22586606

新北市汐止市衛生所

221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8號

(02)26412030

新北市深坑鄉衛生所

222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2段136巷5號

(02)26621567

新北市石碇鄉衛生所

223新北市石碇區潭邊村石嵌27號

(02)26631325(02)26631190

新北市瑞芳鎮衛生所

224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1號

(02)24969733

新北市平溪鄉衛生所

226新北市平溪區嶺腳村中華路61號

(02)24951194

新北市雙溪鄉衛生所

227新北市雙溪區新基村新基南街19號

(02)24931210

新北市貢寮鄉衛生所

228新北市貢寮區貢寮村朝陽街70巷10號 (02)24901431

新北市新店市衛生所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8巷11號

(02)29113984

新北市坪林鄉衛生所

232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02)26656272

新北市烏來鄉衛生所

233新北市烏來區忠治村堰堤48之1號

(02)26617574

新北市永和市衛生所

234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137號

(02)32332780

新北市中和市衛生所

235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02)22491936

新北市士城市衛生所

236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6號

(02)22603181

新北市三峽鎮衛生所

237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5號

(02)26711592

新北市樹林市衛生所

238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80-1號

(02)268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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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136

構

名

稱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新北市鶯歌鎮衛生所

239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389號

(02)26702304(02)26702307

新北市三重市衛生所

241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2-1號

(02)29825233

新北市新莊市衛生所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1段2號

(02)29967123

新北市泰山鄉衛生所

243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50號

(02)29099921(02)22962858

新北市林口鄉衛生所

244新北市林口區林口路70號

(02)26011005(02)26031052

新北市蘆洲市衛生所

247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85巷48弄10號

(02)22812011

新北市五股鄉衛生所

248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四段67號之1

(02)22917717

新北市八里鄉衛生所

249新北市八里區舊城村中山路233號

(02)26102137

新北市淡水鎮衛生所

251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58號

(02)26215620(02)26215621

新北市三芝鄉衛生所

252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12號

(02)26362007(02)26364850

新北市石門鄉衛生所

253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28號之1

(02)26381007

基隆市衛生局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6號

(02)24256434

基隆市七堵區衛生所

206基隆市七堵區名德一路169號

(02)24562008

基隆市中山區衛生所

203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15號

(02)24229860

基隆市中正區衛生所

202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786-1號

(02)24621632

基隆市仁愛區衛生所

200基隆市仁愛區延平街7號

(02)24221631

基隆市安樂區衛生所

204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2段164號1樓前棟 (02)24318061

基隆市信義區衛生所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69號

(02)24221633

基隆市暖暖區衛生所

205基隆市暖暖區281巷98號

(02)24572630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260宜蘭市聖後街141號

(03)9322634轉231、232、233

宜蘭縣宜蘭市衛生所

260宜蘭市復興路1段3號

(03)9322362

宜蘭縣羅東鎮衛生所

265宜蘭縣羅東鎮民生路79號

(03)9542321

宜蘭縣蘇澳鎮衛生所

272宜蘭縣蘇澳鎮志成路60號

(03)9962486

宜蘭縣頭城鎮衛生所

261宜蘭縣頭城鎮新建里新興路304號

(03)9771034

宜蘭縣礁溪鄉衛生所

262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1段243號

(03)9882908

宜蘭縣壯圍鄉衛生所

263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壯五路164號

(03)9385503

宜蘭縣員山鄉衛生所

264宜蘭縣員山鄉復興路2號

(03)9221575

宜蘭縣五結鄉衛生所

268宜蘭縣五結鄉五結村(路)1號

(03)9501564

宜蘭縣冬山鄉衛生所

269宜蘭縣冬山鄉中正路16號

(03)9594772

宜蘭縣三星鄉衛生所

266宜蘭縣三星鄉義德(村)街6號

(03)9892227

宜蘭縣大同鄉衛生所

267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巷40號

(03)9801175

宜蘭縣南澳鄉衛生所

272宜蘭縣南澳鄉南澳村大通路64號

(03)9981019

八、藥酒癮之醫療機構、諮商輔導機構、宗教戒毒輔導機構
縣 市

機

構

名

稱

臺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 療 服 務

地

址

■門診■住院 臺北市常德街1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門診■住院 臺北市松德路309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門診

臺北市雨聲街105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門診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門診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10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門診■住院 臺北市中華路二段33號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門診

臺北市興隆路三段111號

行政院國軍退輔會台北榮民總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

電

話

02-23123456
02-27263141
02-28353456
02-27861288
02-27093600
02-23889595
02-29307930
02-28757027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門診■住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國軍北投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國軍松山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80號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內湖分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360號

財團法人私立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門診

臺北市吳興街252號

02-28959808
02-27642151
02-27082121
02-27935888

02-27372181
02-28264400

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門診■住院 臺北市榮華里振興街45號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文昌路95號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92號

博仁綜合醫院

■門診

培靈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355號 02-27606116

仁德聯合診所

■門診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90號

福濱診所

■門診

臺北市安居街9巷27號

松山醫院

■門診■住院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24號 02-27480989

新北市 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臺北市光復北路66號

02-28332211
02-25433535
02-25786677

02-27904056
02-27329873

■門診■住院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112之3號 02-86302947

財團法人私立台北仁濟院
附設仁濟療養院新莊分院

■門診■住院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路100巷
27號

新北市立三重醫院

■門診

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2號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門診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名恩療養院

■門診■住院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二段62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門診■住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015222
02-29829111
02-26723456

02-26701092
02-2219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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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諮詢及輔導機構
機

構

名

稱

電

話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第四科

(049) 2332-161轉321

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

(02) 2397-5006轉2121或(02) 2395-2279

中華民國反毒運動促進會

(02) 2381-5225

臺北榮民總醫院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

(02) 2875-7524

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02) 2346-7601

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

(02) 2231-7744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花蓮主愛之家

(038) 260-360

臺灣省立草屯療養院煙毒勒戒科

(049) 2560-289

財團法人台南市戒癮協進會

(06) 297-7172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煙毒勒戒科

(07) 713-7710

基督教沐恩之家

(07) 723-0595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輔導所

(08) 762-5371

※宗教戒毒輔導機構
機 構 名 稱

費

用

地 點

電

話

基督教晨曦會

輔導諮商、心 1.吃住免費
理復健、宗教 2.保證金7000元
戒毒
住滿一年半退還
3.零用金自付

新台北
苗栗縣
台東縣
屏東縣

(02)29270010
(037)327636
(089)571678
(08)7625371

基督教花蓮主愛之家

全人治療、心 請直接洽機構
理復健

花蓮縣

(038)260360

基督教屏東沐恩之家

福音戒毒、溝 請直接洽機構
通協談

屏東縣

(08)8690029

高雄市基督教戒癮協會 以轉介、教育 請直接洽機構
宣導為主

高雄市

(07)2419712
(07)2419713

以轉介、教育 請直接洽機構
宣導為主

台南市

(06)2977071
(06)2977172

台南市戒癮協會

138

服 務 模 式

九、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院區一覽表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本部

網址

10341臺北市鄭州路145號
電話：02-2325-2200

http://www.tpech.gov.tw

■中興院區
10341臺北市鄭州路145號
電話：02-2552-3234

http://www.tpech.gov.tw

■仁愛院區
10629臺北市仁愛路4段10號
電話：02-2709-3600

http://www.tpech.gov.tw

■和平院區
10065臺北市中華2段路33號
電話：02-2388-9595

http://www.tpech.gov.tw

■陽明院區
11146臺北市雨聲街105號
電話：02-2835-3456

http://www.tpech.gov.tw

■忠孝院區
11556臺北市同德路87號
電話：02-2786-1288

http://www.tpech.gov.tw

■婦幼院區
10078臺北市福州街12號
電話：02-2391-6471

http://www.tpech.gov.tw

■松德院區
11086臺北市松德路309號
電話：02-2726-3141

http://www.tpech.gov.tw

■疾病管制院區（性防）
10844臺北市昆明街100號
電話：02-2370-3738

http://www.tpech.gov.tw

■疾病管制院區（慢病）
10453臺北市林森北路530號
電話：02-2591-668

http://www.tpech.gov.tw

■中醫院區
10844臺北市昆明街100號
電話：02-2388-7088

http://www.tpec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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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北市心理健康資源一覽表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行政院衛生署安心服務專線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台北榮民總醫院--王大夫心理衛生諮
詢專線
馬偕醫院協談中心--平安線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100號
臺北市金山南路一段五號
臺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

0800-788955
3393-7885
2871-9494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92號9樓

臺北市社教館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家
庭教育服務專線
光智社會事業基金會附設士林區青少
年心理衛生中心
台北市友緣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呂旭立文教基金會
張老師基金會臺北分事務所

臺北市八德路3段25號2樓

2531-0505
2531-8595
2578-1885

臺北市通和街137號地下樓

2885-4250

2769-3319
23923528
2362-8040
2716-6180
當地直撥1980
3393-2225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28號10樓
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
2768-7733
臺北市迪化街一段21號8樓（永樂市場）
臺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靈糧宣教大樓9樓 2362-7278
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2369-2696
2705-8500
臺北市光復南路438號12樓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2311-7155
天主教聖母會附設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2號9樓950室
2382-1885
臺北市中山北路1段2號8樓
華明牧靈輔導中心
2312-0969
2581-7413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2號9樓之3
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2505-9595
臺北市松江路65號11樓
臺北市生命線協會
當地直撥1995
2708-0126
臺北市安和路一段102巷14號地下室
晚晴婦女協會
2592-1411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31號6樓
臺灣向日葵全人關懷協會
2735-162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55號6樓
亞迦貝全人發展中心
2327-8101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31巷6 號1樓
現代潛能開發中心
2722-9066
臺北市光復南路445號2樓
溯心理工作室
8732-7832
臺北市安和路二段118號11樓(東昇大樓)
慈愛身心工作室
2325-4648
臺北市信義區四段265巷21弄26號1樓
格瑞斯心理諮商所
2363-3590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125號3樓之5
觀新心理成長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2395-9558
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41號10樓
聯合心理諮商所
3322-1698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98號4樓
歸心心理諮商所
2377-0993
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293-3號7樓之2
天力亞太心理諮商所
0928-824759
臺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89號6樓之1
話語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03巷9-1號1樓 3752-7588
拉第石心理諮商所
2388-7802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號13樓
可言心理諮商所
2704-2567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63號4樓之1
心理測驗諮商學苑
2759-3178
臺北市松德路309號1樓
生活調適愛心會
2531-9060
臺北市長春路100號8F-16
野百合社會工作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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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59巷30弄18號1 樓
臺北市麗水街28號6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45號8樓之2
臺北市敦化北路131號

十一、全國康復之友協會一覽表
機

構

名

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105臺北市八德路4段604號2樓之3

02-27652947-8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220板橋市文化路1段150巷6號3樓

02-22551480

桃園縣康復之友協會

320中壢市福壽一街70號

03-4627920·03-4627933

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

300新竹市林森路278號2樓

03-5269017·03-5269218

新竹縣康復之友協會

310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115號5樓

03-5111041

苗栗縣康復之友協會

351苗栗縣頭份鎮水源路417巷13號

037-685569＊331

（為恭紀念醫院東興院區）
台中市康復之友協會

408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

04-24715298·04-24752053

彰化縣康復之友協會

500彰化市和平路114號4樓

04-7299655

南投縣康復之友協會

545南投縣埔里鎮和平東路26鄰417號

049-2423732

南投縣心理衛生協進會

542南投縣草屯鎮和興街55號5樓

049-2328818

嘉義縣精神康扶之友協會

604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18鄰263號

05-2790533·05-3613327

台南市康復之友協會

701台南市東門路三段179巷143號

06-2678332·06-2678533

高雄市康復之友協會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98號5樓之4

07-2729834·07-2516301

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

260宜蘭市神農路二段57巷23號

03-9333710

花蓮縣康復之友協會

974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烏杙31號

03-8661028·03-8663068

台東縣身心障礙康復之友協會 950台東縣台東市上海街97號1樓
金門縣康復之友協會

891金門縣金湖鎮武德新莊自強路13號

089-335115
082-33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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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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