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名稱 單位名稱 電話 地址 備註 

指定藥癮戒治機構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02)2610-1660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 33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02)2982-9111 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 2號  

安興精神科診所 (02)2974-302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 132號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

法人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號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

設土城門診部 
(02)2274-5250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6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

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02)2249-008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巷 2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02)8966-70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號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 (02)2257-5151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8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

醫院 

(02)2543-3535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02)2219-339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02)8200-660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94號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恆友精神科診所 (02)2990-7909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 135號  

藥癮醫療資源手冊 111.8.8修訂 



美沙冬替代治療服

務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02)8966-7000

分機 2452、2885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段 21號 

服藥時間：週一至週五 07:30至

13:00、15:00至 18:00 

門診時間：週一到週五 08:30至

11:30、14:00至 17:00(需先去

電詢問) 

假日服藥時間：08:00至 11:00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02)2982-9111

分機 3185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3號 

服藥時間：週一到週五 07:30至

08:30、12:30至 16:30 

門診時間：週三至週四 13:00至

15:00，週五 08:00至 09:00、

13:00至 15:00 

假日服藥時間：07:30至 11:30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板橋院區) 

(02)2257-5151

分機 2166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8號 

服藥時間：週一到週五 08:00至

09:00、11:30至 19:00 

門診時間：週一、週四、週五

09:30至 12:00，週二、週三

13:30至 16:30 

假日服藥時間：08:50至 12:10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

設土城門診部 
(02)2274-5250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6號 

服藥時間：週一到週四 09:00至

12:00、13:00至 19:00，週五

09:00至 12:00 

門診時間：週一至週四 09:00至

12:00、13:30至 16:30，週五

09:00至 12:00 

假日服藥時間：09:00至 12:00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

分機 1208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精神科門診 

服藥時間：週一到週五 08:15至

13:15 

門診時間：週一、週四 08:30至



12:00(需先行預約) 

假日服藥時間：08:15至 11:30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02)8200-6600

分機 215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94號 

服藥時間：週一到週五 07:30至

16:00 

門診時間：週二 08:30至

11:30，週五 13:30至 16:00 

假日服藥時間：08:00至 12:00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02)2219-3391

分機 6690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服藥時間：週一到週五 11:00至

14:00、17:30至 18:30 

門診時間：週一到週五 14:00至

16:30 

假日服藥時間：13:00至 15:00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

法人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

分機 6118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號 

服藥時間：週一到週五 08:30至

13:30 

門診時間：週一、週三、週五

08:30至 11:00 

假日服藥時間：08:30至 11:00 

丁基原啡因(舌下

錠)替代治療服務

醫院 

安興精神科診所 (02)2974-302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 132號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02)2982-9111

分機 3185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3號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板橋院區) 

(02)2257-5151

分機 2165、2166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8號 1樓替代療法

門診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02)8966-7000

分機 2452、2885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段 21號  

永康身心診所 (02)2273-0199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 82號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

設土城門診部 

(02)2274-5250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6號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 (02)2648-212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巷 2號  



泰綜合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

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02)2249-0088

分機 79213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

法人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

分機 6118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號 2樓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

醫院 

(02)2809-4661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02)2219-339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

分機 3864、3865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非海洛因戒癮服務

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02)7728-2452 

(02)8966-

7000#2885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122之 23號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 

(02)2648-

2121#3619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巷 2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慈濟醫院  

(02)6628-

9779#3864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02)2219-

3391#6690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

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02)2249-

0088#7941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院區) 

(02)2982-

9111#3999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段 3號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 (02)2982- 新北市英士路 198號  



院區) 9111#3999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02)2274-5250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6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

醫院  

(02)2809-

4661#2767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號 *視病患情況提供藥癮住院服務 

安興精神科診所 (02)2974-302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3段 132號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833-

2211#8466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號  

台安醫院 (02)2771-

8151#294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424號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03)3698-

553#4225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 71號  

恆友精神科診所 (02)2990-7909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 135號  

新北市在地化整合

性藥癮醫療評估計

畫 

安興精神科診所 (02)2974-302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 132號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土

城門診部 

(02)2274-5250

分機 7430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6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02)2249-0088

分機 79411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

分機 3864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02)2219-3391

分機 65702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

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02)2543-3535

分機 3687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號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

法人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

分機 6118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號  

恆友精神科診所 (02)2990-7909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 135號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02)2982-9111 三重院區：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3  



分機 3999 號 

板橋院區：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8號 

飲酒減量醫療戒治

服務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

重、板橋) 

(02)2982-9111

分機 3999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3號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8號 

安興精神科診所 (02)2974-302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 132號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

設土城門診部 
(02)2274-5250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6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

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02)2249-0088

分機 7941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

分機 3619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巷 2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

醫院 

(02)2523-6231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 47號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02)2219-3391

分機 6690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

分機 3868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

仁大學附設醫院 

(02)8512-8888

分機 25269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號  

中途機構(男)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02)2371-1406

分機 221 

臺北市大同區 

 
 

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 (02)2243-1293 新北市中和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亞杜蘭

關懷協會 

(02)8648-1003、

(02)2663-4012 
新北市石碇區  

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雁全

人關懷協會 
(02)2891-7471 新北市淡水區 

另有加入「在地化治療性社區方

案」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晨

曦會 
(02)2231-7744 

新北市三峽區 1 處、苗栗縣苗栗市 2 處、

高雄市 1處、臺東縣卑南鄉 1處 
 

社團法人台灣世界快樂聯

盟 

(08)7786-950 分

機 13 
屏東縣內埔鄉  

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

金會 

(02)2938-5011

分機 13 
台北市文山區  

中途機構(女) 社團法人臺北市友愛關懷

協會 

(02)8626-0004、

(02)2382-1512 
新北市淡水區  

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 (02)2243-1293 新北市中和區  

社團法人台灣鳳凰婦女關

懷協會(怡心園) 
(03)4091-971 桃園市龍潭區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晨

曦會 
(02)2231-7744 臺北市中正區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中更生

團契 
(04)2665-1790 臺中市梧棲區  

蛻變驛園（臺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受委託管理） 
(05)3625-200 嘉義縣鹿草鄉  

心理師駐點諮詢輔

導服務機關 

三重區衛生所 (02)2982-5233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1號  

三峽區衛生所 (02)2671-1592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 71號 3樓  

土城區衛生所 (02)2260-3181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 26號  

中和區衛生所 (02)2249-1936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4巷 3號  

五股區衛生所 (02)2291-7717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三路 11號  

永和區衛生所 (02)3233-2780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 1段 137號  

汐止區衛生所 (02)2641-2030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6號  

板橋區衛生所 (02)2258-6606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號  

林口區衛生所 (02)2606-8760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二路 55號  

泰山區衛生所 (02)2909-9921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 212號 3樓  

淡水區衛生所 (02)2621-5620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58號  



深坑區衛生所 (02)2662-1567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 165號  

新店區衛生所 (02)2911-3984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6號 12樓  

新莊區衛生所 (02)2996-7123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 1段 2號  

瑞芳區衛生所 (02)2497-2132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所程 3段 1號  

樹林區衛生所 (02)2681-2134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0-7號  

蘆洲區衛生所 (02)2281-2011 新北市蘆洲區中央路 58號  

鶯歌區衛生所 (02)2670-2304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389號  

衛生福利部認可濫

用藥物尿液檢驗機

構 

慈濟大學濫用藥物檢驗中

心 

(03)8561-635 胡

承辦人 
花蓮市中央路三段 701號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檢驗醫學部毒物

室) 

(07)3121-101 分

機 7251曾承辦人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 分

機 2218陳承辦人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號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

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

心 

(07)731-0606 分

機 2620林承辦人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濫用藥物高雄實驗室 

(07)301-2121 分

機 3300陸承辦人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開發路 61號  

立人醫事檢驗所(高雄) 
(07)3890011 分

機 105張承辦人 
高雄市三民區信國路 1號 1-4樓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濫用藥物台北實驗室 

(02)22993279 分

機 2515黃承辦人 
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五工路 136之 1號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 

(02)26926222 分

機 711丁承辦人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 169巷 31-1號 2樓

之 3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濫用藥物台中實驗室 

(04)2359-1515

分機 1506馬承辦

人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十四路 9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4)24739595 分

機 32255 陳承辦

人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2633-8389

翁承辦人 
臺中市龍井區遠東街 60 號 1樓  

三軍總醫院臨床病理科臨

床毒藥物檢驗室（僅受理

軍方檢體） 

(02)8792-3311

分機 17279 湯承

辦人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 325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5-7525

分機 805 陳承辦

人 (須先經醫師

診斷) 

臺北市石牌路二段 322號(致德樓 5樓)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

務中心 

(02)2545-6700

分機 266 羅承辦

人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40號之 9(3樓)  

長榮大學職業暨環境與食

品安全研究中心 

(06)278-5123 分

機 3116許承辦人 
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就業服務機構 三重就業服務站(勞動部

委辦) 

(02)2976-7157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12號 
 

板橋就業服務站(勞動部

委辦) 

(02)2959-8856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163號 
 

中和就業服務站(勞動部

委辦) 

(02)2246-1250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 118號 
 

新莊就業服務站 (02)2206-619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425號  

汐止就業服務站 (02)8692-3963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8號(汐止

區公所 1樓) 
 

淡水就業服務站 (02)2808-3525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73號(紅樹林

捷運站正對面) 
 



新店就業服務站 (02)8911-1750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6號 7樓之 1  

樹林就業服務站 (02)2681-9453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 7號 4樓(保安

立體停車場 4樓) 
 

五股就業服務台 (02)2298-8527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1樓(新北市

勞工活動中心) 
 

土城就業服務台 (02)8262-3500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101號(土城區

公所 1樓) 
 

瑞芳就業服務台 (02)2497-0933 新北市瑞芳區逢甲路 82號(瑞芳區公所)  

蘆洲就業服務台 (02)8285-8397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95號(蘆洲區公所 1

樓) 
 

永和就業服務台 (02)2923-7590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 200號(永和區公所)  

三峽就業服務台 (02)2671-1017

分機 294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 17號(三峽區公所 1

樓) 
 

林口就業服務台 (02)2603-3111

分機 117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 378號(林口區

公所 1樓) 
 

泰山就業服務台 (02)2909-9551

分機 1150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 322號(泰山區

公所 1樓) 
 

八里就業服務台 (02)2610-2621

分機 181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大道 18號 1樓 
 

烏來就業服務台 (02)2661-7418 新北市烏來區新烏路 5段 111號(烏來區

公所) 
 

深坑就業服務台 (02)2664-3688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 10號(深坑區公所)  

石碇就業服務台 (02)2663-3204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 1段 37號(石碇區公

所) 
 

坪林就業服務台 (02)2665-7823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村坪林 101號(坪林區

公所) 
 

鶯歌就業服務台 (02)2678-0202

分機 111 

新北市鶯歌區仁愛路 55號(鶯歌區公所) 
 



 

金山就業服務台 (02)2498-0196 新北市金山區金美村中正路 11號(金山區

公所) 
 

萬里就業服務台 (02)2492-1583 新北市萬里區瑪鍊路 123號(萬里區公所)  

平溪就業服務台(駐點) (02)2495-1510

分機 198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 45號(平溪區公所) 
 

雙溪就業服務台(駐點) (02)2493-1111

分機 146 

新北市雙溪區東榮街 25號(雙溪區公所) 
 

貢寮就業服務台(駐點) (02)2494-2212 新北市貢寮區長泰路 20號(貢寮區公所)  

三芝就業服務台(駐點) (02)2808-3525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 32號(三芝區公

所) 
 

石門就業服務台(駐點) (02)2808-3525

分機 201、202 

新北市石門區尖鹿里中山路 66號(石門區

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