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復健醫院資訊
一、復健輔具中心資訊

二、輔具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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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篇－輔具資訊

1. 衛生福利部醫療復健輔具中心

中心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基隆醫院復健科輔具中心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基隆醫院復健科

02－2429－2525轉3525、3518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療復健輔具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台大醫院西址復健部3樓

02－2312－3456轉67291、
67292

台北榮民總醫院身障重建中心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322號	
台北榮民總醫院東院區

02－2875－7385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身心障礙醫
療復健輔具中心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5號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

03－328－1200轉3846

東元綜合醫院復健科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東元綜合醫院復健科

03－552－7000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復健科
輔具服務中心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90號5樓 03－516－68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醫
學部輔具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2473－9595

埔里基督教醫院復健科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049－291－215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身心障礙醫
療復健輔具中心

高雄縣鳥松鄉大卑路123號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科

07－731－7123轉8555、2849

羅東博愛醫院身心障礙醫療復
健輔具中心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3樓 03－954－313轉3321、3322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復健科醫療
輔具資源中心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03－856－1825轉2317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台東縣
醫療復健輔具中心

台東市馬沙街303巷1號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089－310－150	

2. 內政部輔具資源推廣中心

中心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
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322號	
台北榮民總醫院B1

02－2874－3415、02－2874－
3416

衛生福利部溝通與資訊輔具資
源推廣中心

北部中心總部	
台北市仁愛路3段18－1號5F－1

02－7729－7951

北部視障中心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50號24樓之12

中部辦公室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路一段185巷1號

南部辦公室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9樓

東部辦公室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輔具資源－各區復健輔具中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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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義具與行動輔具資
源推廣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八路11號 04－2358－0011

3. 地方輔具資源中心

地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基隆市 基隆市輔具資源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251巷2弄5號
（新豐市場2樓）

02－2469－
6966

台北市

台北市合宜輔具中心（臺
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服務區域：大同區、士林
區、中山區、北投區。

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圓山花博公園台北悠活村）

1999轉5888轉1	
02－7713－
7760

台北市南區輔具中心（第
一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文山區、信義
區、內湖區、南港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0巷310號1樓	
備註：信義路五段150巷因快速道路被封巷，
請從「松仁路」或「莊敬路」前往中心。

02－2720－
7364、02－
7713－7533

台北市西區輔具中心（伊
甸社福慈善基金會）	
服務區域：中正區、萬華
區、大安區、松山區。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5巷2號2樓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舊址後方）

02－2523－
7902

新北市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45號9樓
02－8286－
7045

桃園市 桃園市輔具資源中心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901巷49弄91號
03－368－
3040、03－373
－2028

新竹市 新竹市輔具資源中心
新竹市竹蓮街6號1樓
（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03－562－3707

新竹縣 新竹縣輔具資源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220號1樓	
（新竹縣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同心樓）

03－555－1102
轉207、209

苗栗縣 苗栗縣輔具資源中心
苗栗市嘉新里經國路四段851號1樓
（身心障礙發展中心）

037－268－462
轉3

台中市

台中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大雅區、潭子
區、北屯區、太平區、神
岡區、豐原區、后里區、
石岡區、新社區、東勢
區、和平區。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241巷7號
04－2531－
4200

台中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北區、中區、
東區、南區、南屯區、西
區、西屯區、大里區、烏
日區、霧峰區。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
04－2471－
3535
轉1177

台中市海線
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區域：大肚區、龍井
區、沙鹿區、梧棲區、大
甲區、外埔區、大安區、
清水區。

台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8號2樓
04－2662－
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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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彰化縣輔具資源服務中心

中心：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7號 04－896－2178

北區據點：彰化市中興路134號1樓 04－722－9767

田尾據點：彰化縣田尾鄉福德巷343號
（田尾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04－883－6311

南投縣 南投縣輔具資源中心
南投縣埔里鎮八德路17號
（南投縣身心障礙福利復健服務中心）

049－242－
0390、049－
242－0338

雲林縣

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
（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大樓一樓）

05－533－9620

社團法人雲林縣復健青年
協進會	
（服務項目：輔具維修、
輔具借用、二手輔具媒
合、到宅評估輔具及復健
訓練服務、輔具巡迴維修
服務。）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0號 05－534－1940

嘉義市 嘉義市輔具資源中心

東區辦公室：嘉義市體育路2－3號	
（服務項目：輔具借用、諮詢。）

05－225－4844

西區辦公室：嘉義市玉康路160號	
（服務項目：輔具評估、借用、諮詢、維修。）

05－285－8215

嘉義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嘉義縣輔具資源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 05－279－3350

台南市 台南市輔具資源中心

北站：台南市官田區隆田里中華路一段325號	
服務區域：新營區、鹽水區、白河區、麻豆
區、佳里區、善化區、學甲區、柳營區、後壁
區、東山區、下營區、六甲區、官田區、大內
區、西港區、將軍區、北門區、玉井區、楠西
區、南化區。

06－579－0636

南站：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500號A棟2樓
（無障礙之家）	
服務區域：東區、中西區、南區、北區、安平
區、安南區、仁德區、歸仁區、龍崎區、永康
區、七股區、新市區、安定區、山上區、新化
區、左鎮區、關廟區。

06－209－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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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高雄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

岡山服務站：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131號
（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岡山區、橋頭區、燕巢區、阿蓮
區、路竹區、湖內區、茄萣區、永安區、彌陀
區、梓官區、田寮區。

07－622－6730
轉145

鳳山服務站：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20號
3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年活動中心3
樓）	
服務區域：鳳山區、大寮區、大樹區、仁武
區、鳥松區、大社區。

07－710－0366

旗山服務站：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123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旗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旁
巷道）	
服務區域：旗山區、美濃區、六龜區、甲仙
區、杉林區、內門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
夏區。

07－662－5695

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

楠梓區服務站：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72號
（服務項目：輔具評估、租借、諮詢、維修）	
服務區域：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三民
區。

07－366－1130

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高雄市前鎮區翠亨
北路392號（無障礙之家1樓）（服務項目：
輔具評估、租借、諮詢、維修）	
服務區域：小港區、前鎮區、苓雅區、旗津
區、新興區、林園區、前金區、鹽埕區。

07－841－
6336、07－815
－1500轉11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社區巡迴服務點：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服務項目：輔具租借、諮詢）

07－731－
7123、0979－
133－161

屏東縣

屏東縣輔具資源中心（屏
北區）

屏北區：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1樓（屏東
縣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中心）	
服務區域：屏東市、霧台、九如、高樹、長
治、竹田、萬丹、三地門、瑪家、里港、鹽
埔、麟洛、內埔、泰武、萬巒。

08－736－5455

屏東縣輔具資源中心屏中
分站

屏中區：屏東縣潮州鎮天文街34號	
服務區域：潮州、東港、恆春、崁頂、南州、
來義、新埤、林邊、琉球、佳冬、新園、枋
寮、枋山、春日、獅子、車城、牡丹、滿州。

08－800－6189

宜蘭縣 宜蘭縣輔具資源中心 宜蘭市同慶街95號5樓（社會福利館） 03－935－5583

花蓮縣 花蓮縣輔具資源中心
花蓮市順興路3號
（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03－823－
7331、03－
8227083轉3190
〜3199

台東縣
台東縣輔具暨生活重建中
心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1010號
（位於馬蘭榮家內）

089－232－263

澎湖縣 澎湖縣輔具資源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同和路33號B1
（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B1）

06－926－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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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 連江縣輔具資源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B1
（連江縣立醫院復健室對面）

星期一、三、
五下午0836－
23050
（輔具資源中
心）

其它上班時間
0836－25022轉
318
（介壽老人活動
中心3樓）

金門縣 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瓊徑路35號B1（社福館） 082－333－629

輔具購買流程

※詳細資訊可上「小腦萎縮症復健資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