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別 機構名稱 戒檳諮詢

基隆市 ⻑庚醫療財團法⼈基隆⻑庚紀念醫院 02-24329292#2184

基隆市 基隆市衛生局 02-24282255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2-23123456#66455

臺北市 臺北榮⺠總醫院
02-28712121#7572
02-28757337

臺北市 台灣基督⻑老教會⾺偕醫療財團法⼈⾺偕紀念醫院
02-25433535#3489
02-28094661#2949

臺北市 醫療財團法⼈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02-66031303
02-66030463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附設⺠眾診療服務處 02-87923311#10719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國泰綜合醫院 02-27082121#1046、5177

臺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8332211#2577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振興醫院 02-28264400#2562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27372181#3915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02-27093600#3568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02-29307930#2868

臺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臺安醫院 02-27718151#2336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2-25523234#3689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02-27861288#6688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02-23889595#2116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2-28353456#5564

臺北市 康寧醫療財團法⼈康寧醫院 02-26345500#2066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7208889

新北市 醫療財團法⼈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02-77281243

新北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台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8017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02-22490088#2074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耕莘醫院 02-2219-3391#67261

新北市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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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8651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2-29829111#3373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2130
02-22765566#1796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永和耕莘醫院 02-89265105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2577155

桃園市 ⻑庚醫療財團法⼈林⼝⻑庚紀念醫院 03-3281200#2513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03-3699721#1294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 03-4941234#4165

桃園市 敏盛綜合醫院
03-3179599#7358
03-3179599#8273

桃園市 ⻑庚醫療財團法⼈桃園⻑庚紀念醫院 03-3196200#3356

桃園市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聖保祿醫院 03-3613141#2135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03-3340935

新竹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03-5326151#3356、4517

新竹市 台灣基督⻑老教會⾺偕醫療財團法⼈新竹⾺偕紀念醫院 03-6889595#6206

新竹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03-5278999#5211

新竹市 新竹市衛生局 03-5355191

新竹縣 東元醫療社團法⼈東元綜合醫院 03-6207940

新竹縣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03-5580558#1035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03-5518160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037-357125#51507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037-261920#1117

苗栗縣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037-558560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22052121#4823

臺中市 臺中榮⺠總醫院 04-23592525#3831

臺中市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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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4-24739595#21760

臺中市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童綜合醫院 04-26581919#58272

臺中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台中慈濟醫院 04-36060666#4090

臺中市 光田醫療社團法⼈光田綜合醫院 04-2688-5599#5271

臺中市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04-37061668#1348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04-24632000#32106

臺中市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員林基督教醫院 04-8381456#1261

臺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大里仁愛醫院 04-24819900#11971

臺中市 秀傳醫療社團法⼈秀傳紀念醫院 04-7256166#85053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04-22294411#2169

臺中市 林新醫療社團法⼈林新醫院 04-22586688#6556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04-25271180#2191

臺中市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眾診療服務處 04-23934191#525411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 04-24632000#66817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04-25265394

彰化縣 秀傳醫療財團法⼈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4-7813888#71175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雲林基督教醫院 05-5871111#2025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04-8298686#1221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鹿港基督教醫院 04-7779595#8110

彰化縣 員林何醫院 04-8343838#100或122

彰化縣 彰化縣衛生局 04-7115141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049-2231150#2323

南投縣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049-2222473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05-5323911#5056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衛生局 05-537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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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嘉義基督教醫院 05-2765041#6150

嘉義市 天主教中華聖⺟修女會醫療財團法⼈天主教聖⾺爾定醫院 05-2756000#2279

嘉義市 臺中榮⺠總醫院嘉義分院 05-2359630#2620

嘉義市 陽明醫院 05-2252000#3786

嘉義市 嘉義市衛生局 05-2338066

嘉義縣 ⻑庚醫療財團法⼈嘉義⻑庚紀念醫院 05-3621000#3738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大林慈濟醫院 05-2648000#1150

嘉義縣 嘉義縣衛生局 05-3620600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6-2353535#3056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奇美醫院 06-2812811#53289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柳營奇美醫院 06-6226999#77141

臺南市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經營） 06-2609926#22130

臺南市 台灣基督⻑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台南新樓醫院 06-2748316#1515

臺南市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06-3553111#1130、1154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06-2200055#2612

臺南市 台灣基督⻑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豆新樓醫院 06-5761701#1202、2198

臺南市 郭綜合醫院 06-2221111#1231、1232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06-6357716

高雄市 ⻑庚醫療財團法⼈高雄⻑庚紀念醫院 07-7317123#2289

高雄市 高雄榮⺠總醫院 07-3422121#73080

高雄市 財團法⼈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7-3121101#6054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義大醫院 07-6150011#5198

高雄市 義大醫療財團法⼈義大癌治療醫院 07-6150022#5254

高雄市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07-2911101#8521

高雄市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阮綜合醫院 07-3351121#3017、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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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眾診療服務處 07-7991922

高雄市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07-8036783#3428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2165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眾診療服務處 07-5817121#3243

高雄市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聖功醫院 07-2238153#6221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07-7134000

屏東縣 屏基醫療財團法⼈屏東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2131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08-7363011#2020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安泰醫院 08-8329966#3089

屏東縣 寶建醫療社團法⼈寶建醫院 08-7665995#1339

屏東縣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08-8323146#1533

高雄市 安泰醫院 07-8017856#119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08-7370002

宜蘭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3-9325192#10135、12260

宜蘭縣 醫療財團法⼈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03-9543131#3121、3572、3133

宜蘭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羅東聖⺟醫院 03-9544106#6240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03-9322634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花蓮慈濟醫院 03-8561825#13074

花蓮縣 花蓮縣衛生局 03-8227141

臺東縣 台灣基督⻑老教會⾺偕醫療財團法⼈台東⾺偕紀念醫院 089-340551

臺東縣 臺東縣衛生局 089-331171

澎湖縣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06-9272162

金門縣 金門縣衛生局 08-2330697

連江縣 連江縣衛生局 08-3622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