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療育醫院／診所名單

編

號
地區 院所名稱 聯絡電話

郵遞

區號
院所地址 療育項目

夜間

療育

假日

療育
備註

1 中壢區 中壢聯新診所
(03)437-9595

分機201
320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路21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每月第一周週六有看診

2 中壢區 天晟醫院
(03)462-9292

分機22210
320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 週六上午有看診

3 中壢區 中壢長榮醫院
(03)463-1230

分機5121
320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50號 物理、職能、語言 ◎

4 中壢區 大林復健診所 (03)495-1671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2段80號 物理、職能(視動認知) ◎ ◎ 週六有看診

5 中壢區 立倫診所 (03)402-8215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2段208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週六可看診至18:00

6 中壢區 華楊醫院
(03)457-7200

分機0607、0609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段316號6樓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視

知覺、運筆
◎ ◎ 週六上午有看診/排課

7 中壢區 復康堡復健科診所 (03)425-2520 320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41號1～5樓 物理、職能 ◎ ◎ 週六有看診

8 中壢區 長慎醫院
(03)456-9779

分機126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2段525號 物理、職能、語言 ◎

9 中壢區 中美醫院
(03)426-6222

分機205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95號 物理、職能、語言 ◎

10 中壢區 懷寧醫院 (03)491-9119 320 桃園市中壢區志廣路119號 物理、職能 ◎

11 中壢區 安倫診所 (03)463-5000 320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41號1樓 物理、職能 ◎ ◎ 週六上午有看診/排課

12 平鎮區
聯新國際醫院（原壢

新醫院）

(03)494-1234

分機8271
324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 週六上午有看診

13 龍潭區 敏盛醫院龍潭分院
(03)479-4151

分機1120
325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168號 物理、職能、語言 ◎

1.週一、二至20:00

2.週四至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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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龍潭區 國軍桃園總醫院
(03)479-9595

分機325142
325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168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15 楊梅區 怡仁綜合醫院
(03)485-5566

分機8205、8206
326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1段356號 物理、職能 ◎ ◎ 單週六上午有看診/排課

16 楊梅區 天成醫院
(03)478-2350

分機62211
326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96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週六上午有看診

17 楊梅區 新成復健科診所 (03)478-1893 326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36號 物理、職能 ◎
晚上時段僅物理治療至

21:30

18 楊梅區 普心復健科診所 (03)482-0508 326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2段160號 物理、職能 ◎
兒童復健需掛號壽華林

院長/林蕙秋診

19 楊梅區 瑞溪復健科診所 (03)482-0343 326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2段189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1.週四、週五至21:00

2.週六看診至17:00

20 新屋區 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03)497-1989

分機5640
327 桃園市新屋區新福二路6號 物理、職能、語言

21 桃園區 黃晉文診所
(03)333-0000

(03)331-3304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94號 職能 ◎ ◎ 週六上午有看診/排課

22 桃園區 振生醫院
(03)335-6156

分機400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2段288號4樓

物理、職能、語言、音樂、視

知覺、舞蹈
◎ ◎ 週六上午可排課

23 桃園區 敏盛醫院三民院區
(03)337-9340

分機702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3段106號 物理、職能、語言、視知覺 ◎

24 桃園區 賴明偉復健診所 (03)335-2066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90號 物理、職能、語言 ◎

25 桃園區 桃園醫院
(03)369-9721        

       分機1203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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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桃園區 寶貝兒童復健診所
(03)364-2422

0986-178868
330 桃園市桃園區金門二街265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週六可排課

27 桃園區 陽明復健專科診所 (03)377-7891 330 桃園市桃園區金門二街296號 職能、語言 ◎ ◎
1.週三無晚上時段

2.週六有看診/排課

28 桃園區 天主教聖保祿醫院 (03)361-3141 330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123號 物理、職能、語言 ◎
晚上時段預約後需於

19:30前報到

29 桃園區 桃新醫院
(03)332-5678

分機1218
330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95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週六可排課

30 桃園區 德仁醫院 (03)361-7985 330 桃園市桃園區雲林里1鄰桃鶯路245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31 桃園區 桃園療養院
(03)369-8553

分機4302、4110
330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71號 情緒、認知治療

32 桃園區 悅康復健診所 (03)317-7060 330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478號 物理、職能、語言 ◎

33 桃園區 李裕承復健科診所 (03)369-1191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10號 職能、語言、視知覺 ◎ ◎ 週六有看診

34 桃園區 良祺復健診所 (03)346-7899 330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516、518號2樓
物理、職能、語言、音樂治療

(自費)
◎ ◎ 週六上午有看診

35 桃園區 康鴻復健科診所 (03)316-5155 330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515、517號 物理、職能 ◎

36 桃園區 振雄復健科診所 (03)325-9896 330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77號 物理、職能、語言 ◎

37 龜山區 健雄診所 (03)318-2202 333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20號 物理、職能 ◎ ◎ 週六上午有看診

38 龜山區 林口長庚兒童醫院
(03)328-1200

分機8147
333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音

樂(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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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療育醫院／診所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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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龜山區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03)319-6200

分機2371
333 桃園市龜山區舊路村頂湖路123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音樂治療/藝術治療/認知治療

(自費)

◎ 週六上午有看診

40 龜山區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

院(迴龍院區)

(02)8200-6600

分機2240
33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1段50巷2號 物理、職能、語言

1.週一至週五13:30-

16:00看物理治療/職能

治療

2.週一至週五08:00-

16:00看語言治療

41 龜山區 大明醫院 (03)350-5092 33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2段964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週六上午可排課

42 八德區 復健診所 (03)364-3470 334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135號5樓 物理、職能、語言 ◎ ◎ 週六上午有看診

43 八德區 以馬內利復健診所 (03)363-3070 334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106號1樓 物理、職能 ◎
1.週四晚上無看診

2.週六時間9～17點

44 蘆竹區 旭康診所 (03)312-9011 338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52-1號1樓、56

號1樓
物理、職能、語言 ◎ ◎

1.其他項目：桌遊

/Redcord體適能(自費)

2.週六上午有看診

備註：

1.資料來源：桃園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108.03.07修）

2.各項療育適用補助範圍，請依據當年度療育補助實施計畫辦理。

第 4 頁，共 4 頁 新北市政府兒童健康發展中心108.03.20編製



桃園市療育單位名單（自費醫療）

編

號
地區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郵遞

區號
聯絡地址 療育項目 提供時段/備註

1 中壢區 關鍵語言
(03)436-4329

0958-021211
320 桃園市中壢區台貿二街92號 語言

＊需先預約

1.週一～四 8-21點

2.週五～日，以評估為主

2 中壢區 雅文基金會中原中心 (03)265-8070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 聽語訓練(個別課) 1.週一～六 9-17點

3 中壢區 邱欣禹物理治療所 0926-654662 320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8號 物理

＊需先預約

1.週一～五 9-21點

2.週六 9-12點

4 中壢區 擁晴居家職能治療所 0968-768818 320 桃園市中壢區興農路80號3樓B室 職能(到宅療育)

1.需先預約評估

2.僅提供到宅療育，符合到宅

資格與否、服務提供時間及收

費標準皆需經治療師評估後才

能確認

5 平鎮區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

基金會桃園發展中心
(03)493-8652 324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段192巷1號 職能

＊需先預約評估

1.週一～五 14-17點

6 平鎮區 聲暉協進會 (03)284-1540 324 桃園市平鎮區承德路8巷22號 聽語訓練(個別課) 週三 09:00~17:30

7 楊梅區 晨光職能治療所 0927-453339 326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二街379巷2號1

樓
職能(到宅療育)

1.需先預約評估

2.僅提供到宅療育，符合到宅

資格與否、服務提供時間及收

費標準皆需經治療師評估後才

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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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療育單位名單（自費醫療）

編

號
地區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郵遞

區號
聯絡地址 療育項目 提供時段/備註

8 楊梅區 新楊梅診所 (03)485-6530 326 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476號

＊兒童注意力評估及專注訓

練

＊心理諮商

＊音樂治療

＊需先預約

1.週一～六 8-21點

9 桃園區 心園心理治療所 (03)331-7485 330 桃園市桃園區忠一路15號

＊壓力與情緒管理

＊親職教育諮詢

＊早期療育

＊需先預約

1.週一～五 14-19點

2.週六 9-21點

10 桃園區 儀嘉物理治療所 (03)333-1055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36號 物理 週一～五 08:00-21:30

11 桃園區 永春物理治療所 (03)379-0101 330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92號1樓 物理

＊需先預約

1.週一～五 9-21點

2.週六 9-17點

12 桃園區 展嘉物理治療所 (03)346-0071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二街218號1～2

樓

物理(骨科復健/伸展拉筋為

主)

＊需先預約

1.週一～五 09:00~21:30

13 桃園區 陽明物理治療所 (03)215-1430 330 桃園市桃園區莊一街192號1樓
物理(骨科復健/伸展拉筋為

主)

1.週一、二、五 13-21點

2.週三 9-21點

3.週六 9-17點

14 桃園區 優兒適職能治療所 (03)331-8899 330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89號3樓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感覺統合、專注力

1.週一～五 8-20點

2.週六：

  物理課(上午)

  職能課(上午到下午)

15 桃園區 若有光心理治療所 0916-981327 330
桃園市桃園區藝文一街86之3號9

樓

＊兒童情緒、心理諮商

＊親職關係

週一～六，直接與治療師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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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療育單位名單（自費醫療）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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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龜山區 本芯居家物理治療所 0952-620338 333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66號5樓 物理、到宅療育

1.需先預約評估

2.週一～六 9-17點

3.有提供到宅療育

17 龜山區 新田心理治療所
(03)397-0581

0966-607885
33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28之1號4

樓

＊兒童情緒、行為、學習、

社會互動、發展門診、心理

諮商

＊家長個別諮詢/團體訓練

課程

1.需先預約

2.週一～六 10-20點

18 八德區 福安居家物理治療所 0965-667316 334 桃園市八德區樹仁三街601號 物理(到宅療育)

1.需先預約評估

2.僅提供到宅療育，符合到宅

資格與否、服務提供時間及收

費標準皆需經治療師評估後才

能確認

備註：

1.資料來源：桃園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108.03.07修）

2.各單位服務的時間及費用均不相同，家長如有需求，請直接致電各單位詢問。

第 3 頁，共 3 頁 新北市政府兒童健康發展中心108.03.20編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