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機構 地址 電話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台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0987-224-283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5-7027#300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02-2858-7140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846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02-2728-579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3-328-1200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1281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27-2181#1217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294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7號 02-2523-623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7728-2452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2851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02-2982-9111#3999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02-2982-9111#3999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土城門診部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6號1樓 02-2274-5250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865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02-6628-9779#386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66908

樂活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25號 02-2946-3655

安興精神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132號 02-2974-3029

暘基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29巷8號 02-2469-6688#8112

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91號 02-2432-2522#217

維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 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210號 02-2431-0023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71號 03-369-8553

居善醫院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910號 03-386-651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17-959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3號 03-534-818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52號 03-594-3248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03-599-3500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81號 03-596-2134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037-261-920#1392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區128號 037-676-811#53358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苗栗市南勢里南勢52號 037-369-936#54201

臺北市

基隆市

新北市

衛生局指定酒癮治療機構v1090224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台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23-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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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8號 04-26626161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臺中市西區南屯路1段158號 04-237111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04-26885599

清海醫院 臺中市石岡區下坑巷41之2號 04-25721694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145巷2號 04-37017188

維新醫療社團法人臺中維新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185、187號 04-22038585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650號 04-23592525

賢德醫院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路420號 04-22732551

清濱醫院 臺中市清水區港埠路四段195號 04-26283995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99號 04-22294411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04-25271180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41168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2段348號 04-23934191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04-829-8686#204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7180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04-725-6166#82208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04-781-3888#71509

明德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74巷33號 04-722-3138#305

敦仁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一段102巷74弄99號 04-707-172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2段888號 04-778-9595#1066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58號 04-895-2031#8134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14鄰玉屏路161號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北港分院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 雲林縣斗六市瓦厝路159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05-264-800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05-362-1000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 05-279-1072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61342-50號 05-379-0600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600號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565號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5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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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臺南市仁德區裕忠路539號 06-279-501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201號 06-622-699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樹林院區 臺南市南區樹林街二段442號 06-222-8116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2段66號 06-355-311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樂安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通校路300號

靜和醫院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178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文心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256號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332號

希望心靈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81號

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 屏東縣長治鄉信義路129號 08-762-2670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08-832-9966

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 屏東縣內埔鄉建興路218巷19號 08-770-5115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屏東縣內埔鄉昭勝路安平1巷1號 08-770-4115

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 屏東縣新埤鄉進化路12-200號 08-798-1511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03-954-3131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03-954-4106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1段301號 03-990-5106

宜蘭員山醫療財團法人宜蘭員山醫院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尚深路91號 03-922-0292

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 宜蘭縣壯圍鄉古亭路23之9號 03-930-8010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03-932-5193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 03-826-6694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03-835-8141#6125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52號 03-866-4600#211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03-856-1825#12062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2號 03-876-4539#366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448號 03-888-6141#2140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91號 03-888-3141#446

悅增身心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373-9號 03-832-1805

育生診所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145－2號 03-861-2567

祕密花園心理諮商所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五街146號 0918-096-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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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臺東馬偕紀念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089-310-150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1000號 089-222-995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五權街1號 089-324-112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0號 06-926-1151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2號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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