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療育醫院／診所名單

編

號
地區 院所名稱 聯絡電話

郵遞

區號
院所地址 門診科別／療育項目

夜間

療育

假日

療育
備註

1 中正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02)2312-3456

分機70401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週一至週五：8時至17時

2 中正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

婦幼院區（和平院址）

(02)2388-9595

分機8001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物理、職能、語言 週一至週五：8時至17時

3 中正區 夢飛翔物理治療所 (02)2322-2223 100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94號2樓 物理 請洽該單位服務人員

4 大同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

院區兒童發展評估療育

中心

(02)2555-3000

分機2855
103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1～2樓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治療、

認知治療、視知覺訓練、行為治

療、聽能訓練、親職教育、家族

治療

週一至週五：9時至17時

5 大同區 宜康復健科診所 (02)2585-1555 103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24號 職能 ◎ 週一至週六

6 大同區 正和復健科診所 (02)2552-7628 103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0、82號 職能 ◎ 週一至週六

7 中山區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馬偕紀念醫院

(02)2543-3535

分機3051
104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1.物理、職能、語言治療

2.自閉症團體、心理(認知訓練)

治療

一、物理、職能、語言

上班時段都有

二、自閉症團體、心理

由精神科心理師另行安排

8 中山區 施宏男復健科診所 (02)2581-9995 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58號3樓 物理、職能 ◎

1.週一：10時至21時

2.週二、三、五：10時至18時

3.週四：13時至21時

9 中山區 興安(承安)診所 (02)2503-2633 104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3段90號 職能、語言 請洽該單位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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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松山區 正風復健科診所 (02)2760-2666 105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35號1樓 職能、語言 ◎ ◎ 週一至週六：9時至22時

11 松山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

長庚紀念醫院

(03)328-1200

分機8147
10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物理、職能、語言 週一至週五：14時至17時

12 松山區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

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02)2771-8151

分機2595
105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1.週一至週四：9時至21時

2.週五：9時至17時

3.週日：9時至12時(無固定時段療育)

13 松山區 康健診所 (02)2577-9682 105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街11號2樓 職能、語言 ◎ ◎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30分

2.週六：8時至18時

14 松山區 松原復健科診所 (02)8712-3552 105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206號1樓 職能 ◎ ◎
1.週一至週五：13時至21時

2.週六：10時至12時

15 大安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

院區

(02)2709-3600

分機3126
106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週一至週五：9時至17時

16 大安區 杏誠復健診所 (02)2706-1732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73號2樓 物理、職能、語言 ◎ ◎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2.週六：8時至16時

17 大安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

綜合醫院

(02)2708-2121

分機3579
106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80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1.週一至週五：8時至17時

2.週六：8時至12時

18 大安區 適健復健科診所 (02)8771-7039 106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66號8樓 職能、語言 ◎ ◎
1.週一至週五：9時至21時

2.週六：9時至18時

19 大安區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

綜合醫院

(02)2771-3161

分機832
106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61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2.週六：8時至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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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安區 永誠復健科診所 (02)2707-1608 10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236號2樓 物理、職能、語言 ◎ ◎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2.週六：8時至16時

21 大安區 宇寧身心診所 (02)2708-0706 10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6號3樓 心理 ◎ ◎
1.週一至週五：9時至21時

2.週六：9時至17時

22 大安區 樂活診所 (02)2368-3883 106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2號 物理、職能 ◎ 週一至週六

23 大安區 萌語語言治療所 (02)2700-0700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58號8樓之6 語言 請洽該單位服務人員

24 萬華區 永康診所
(02)2312-3455

分機35、36
108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47號1樓 職能 週一至週五：13時至17時

25 萬華區 瑞生診所
(02)2301-2788

分機36
108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50號2樓 職能 ◎ 週一至週五：13時至21時

26 信義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2737-2181

分機1238、8156
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音樂

治療
◎ ◎

1.週一到週五:8時30分至17時；18時至

20時30分

2.週六:9時至12時；13時30至 17時(不

包含心理治療)

3.音樂治療為預約制

27 信義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

院區

(02)2726-3141

分機1135
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治療、

認知治療、行為情緒治療、親職

教育

週一至週五：9時至17時(由門診醫師

轉介)

28 信義區 六安復健科診所 (02)2729-6677 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67巷2弄14號 物理、職能 ◎ ◎
1.週一至週五：13時30分至21時30分

2.週六：8時30分至17時

29 信義區 順康復健科診所 (02)2345-0011 110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64號1～2樓 職能 請洽該單位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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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信義區 原力復健科診所 (02)2732-7091 110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145號B1~2樓 物理、職能、語言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30分

2.週六：8時至18時

31 士林區 永安診所  (02)2873-5068 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405巷63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1.週一至週五：13時至21時

2.週六：8時至14時

32 士林區 信恩復健科診所 (02)2874-9610 111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6段776巷82號B1 物理、職能 ◎ ◎
1.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21時30分

2.週六：8時30分至17時

33 士林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

院區

(02)2835-3456

分機6875
111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物理、職能、語言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6時30分

34 士林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

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833-2211

分機2531
111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 ◎

1.週一至週五：9時至17時

2.週一至週五：17時30分至21時(僅職

能)

2.週六：9時至12時(僅語言、心理)

35 士林區 天母品恆復健科診所 (02)2838-6855 111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1段137號 職能 請洽該單位服務人員

36 北投區 石牌實和聯合診所 (02)2827-3255 112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262號1樓 物理、職能 ◎ ◎
1.週一至週五：14時至21時

2.週六：9時至12時

37 北投區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1-2121

分機2940
112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中正樓5樓

物理、職能、語言、親職諮商、

心理、音樂
◎

8時30分至20時30分 (親職諮商、心理

治療、音樂治療至17時30分)

38 北投區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02)2858-7140 112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職能、語言、心理 週一至週五：8時至17時30分

39 北投區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

醫院

(02)2826-4400

分機3807
112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物理、職能、心理、語言 ◎

8時30分至12時；13時至17時(語言治療

至2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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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北投區 祐民聯合診所 (02)2895-1301 112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1段207號1樓 職能 ◎

1.週一至週五：13時至17時

2.早療時段 17時至21時

3.職能治療特殊團體週六：10時至12時

41 北投區 旭康診所 (02)2828-0067 112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40號 物理、職能、語言 ◎ ◎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30分

2.週六：8時至17時30分

3.週日：8時至12時

42 內湖區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02)8792-3311

分機17068、17069
114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 物理、職能、語言、心理 週一至週五：8時至17時

43 內湖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分院

(02)2791-9696

分機1011
114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360號

物理、職能、語言治療(健保)

心理治療(健保、自費)
◎

一、物理、職能、語言(健保)

週一至週五：下午至19時

二、心理(健保、自費)

週一：下午

44 內湖區 紫陽復健科診所 (02)2798-8128 114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08巷8號1樓(文德捷

運站2號出口旁)
職能 ◎ ◎ 週一至週六：8時至21時

45 內湖區 成功復健科診所 (02)2793-8098 114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12號2～4樓 物理、職能、語言 ◎ ◎
1.週一至週五：9時至21時

2.週六：9時至12時

46 內湖區 祐生復健科診所 (02)2634-1998 114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39號3～5樓 物理、職能、語言 ◎ ◎

一、物理、職能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2.週六：8時至17時

二、語言

1.週二、週四、週五：14時至20時

2.週六：9週至12時

47 南港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

院區

(02)2786-1288

分機8083
115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物理、職能、語言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7時(物理、職

能治療13時30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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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文山區 景文復健科診所 (02)2931-0000 116 臺北市文山區萬慶街18號1樓 職能 ◎ 週一至週五：16時至21時

49 文山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02)2930-7930

分機1802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 療育 ◎

週一至週五：8時至17時；17時30分至

21時30分﹝物理治療晚上僅週三提供

服務﹞

50 文山區 合康復健科診所 (02)2936-8421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4段217號1～2樓 物理、職能 ◎ ◎
1.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2.週六：8時至17時

51 文山區 文山復健科診所 (02)2239-7887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07之4號1樓 物理、職能 ◎ ◎
1.週一至週五：9時至21時

2.週六：9時至17時

52 文山區 萬隆力康復健科診所 (02)8931-9799 116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27號2樓、129

號2樓
物理、職能、語言 請洽該單位服務人員

備註：

1.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網。（108.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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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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