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服務單位資訊 

地區 單位名稱 聯絡資訊 窗口 

北部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物理治療中心） 

電話：02-3366-8182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號 林小姐 

臺北榮民總醫院 
（復健醫學部） 

電話：02-2871-2121分機 3289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段201號 黃小姐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能治療組） 

電話：02-2737-2181分機 1240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號 鄭小姐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復健醫學部） 

電話：02-2249-0088分機 1624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葉小姐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工作強化中心） 

電話：02-2648-2121分機 3676或3668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巷 2號 

祁先生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復健治療中心） 

電話：03-328-1200分機 2170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號 
陳小姐 

中部 

大千綜合醫院 
 (復健科) 

電話：037-357-125分機 75402 
地址：苗栗市恭敬路 36 號 

邱先生 

中山醫學大學 
 (中興院區工作強化中心） 

電話：04-2262-1652分機70307或70308 
地址：臺中市南區復興路 2段 11號3樓 

劉小姐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
區分院 (復健科) 

電話：04-2212-1058分機 1990 
地址：台中市東區自由路 3段 296號 

江小姐 

惠盛醫院 
 (復健科) 

電話：04-2522-9100分機 350或 351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268號 

林小姐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
院 (復健科) 

電話：049-232-1188分機 714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平等街 140號 

鍾小姐 

彰化基督教醫院 
（復健醫學科） 

電話：04-723-8595 分機 7424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號 
簡小姐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復健部) 

電話：05-633-0002分機 8363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學府路 95號 3樓 

洪小姐 

南部 

嘉義基督教醫院 
 (復健科) 

電話：05-276-5041分機 3076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 539號 

葉小姐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復健科) 

電話：05-275-6000分機 3807 
地址：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 565號 

李小姐 

臺南成功大學   
 (職能治療系館 3樓 304室) 

電話：06-235-3535分機 5918 
地址：台南市大學路 1號 

陳小姐 

奇美醫院 
 (復健部) 

電話：06-281-2811分機 55030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號 

王小姐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科） 

電話：07-731-7123分機 8555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 123號 

郭小姐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復健科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中心） 

電話：07-312-1101 分機 5965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彭小姐 

高雄榮民總醫院 
 (復健部) 

電話：07-342-2121分機 5152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朱小姐 

東部 

羅東博愛醫院 
 (復健技術科) 

電話：03-9543131分機 3313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1-83號 

俞小姐 

花蓮慈濟綜合醫院 
（復健科） 

電話：03-8561825分機 13281 
地址：花蓮市中央路 3段 707號 

洪先生 

 



職災勞工主動服務計畫服務窗口 
單位名稱 電話及傳真 地址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T:02-24250575 

F:02-24241444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 號 5

樓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T:02-23381600＃5313~5316 

F:02-25598528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5 樓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T:02-29603456＃
6308.6315.6325.6333.6316 

F:02-29506856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7 樓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T:03-3323606＃514.516~518 

F:03-3320340 

桃園市大同路 108 號 13 樓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T:03-5323007 

F:03-5319427 

新竹市中正路 120 號 

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T:03-5518101＃3013 

F:03-5554694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T:037-371446 

F:037-334508 

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T:04-22289111＃
35411.35413~35416 

F:04-22521247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樓 4 樓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T:04-7235010 

F:04-7233967 

彰化市中興路 100 號 8 樓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T:049-2222106＃1823、1824 

F:049-2246986 

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雲林縣政府勞工處 T:05-5522840/05-5522856 

F:05-533108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T:05-2254185#154.159 

F:05-2278319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 

嘉義縣社會局 T:05-3623280 

F:05-3620116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1 號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T:06-2991111＃8535.8538 

F:06-2997623 

T:06-6377337 

F:06-6320832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8 樓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 號
世紀大樓 7 樓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T:07-8124613＃523~527.555 

F:07-8124081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6 號 6

樓 

屏東縣政勞工處 T:08-7519160 

F:08-7517812 

屏東市自由路 17 號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T:03-9251000＃1736.1738 

F:03-9251093 

宜蘭市縣政北路 1 號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T:03-8225377/03-8227171#390.391 

F:038-237712 

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T:089-328254＃366 

F:089-341296 

臺東市中山路 276 號 



 

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聯絡窗口 

區域 醫院名稱 聯絡(者)電話 地址 

北區 

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02-23123456 分機 67067 

聯絡人：吳小姐 
臺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3-3281200 分機 5200 

聯絡人：曹小姐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16101 

聯絡人：陳小姐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中區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04-22052121 分機 4509 

聯絡人：朱小姐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04-24739595 分機 56208 

聯絡人：盧小姐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

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 分機 4131 

聯絡人：蕭小姐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05-6330002 分機 8131 

聯絡人：張小姐 
雲林縣虎尾鎮學府路 95 號 

南區 

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06-2353535 分機 4939 

聯絡人：謝小姐 
臺南市勝利路 138 號 

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7-3133604 分機 37 

聯絡人：張小姐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東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

人花蓮慈濟醫院 

03-8462972 

聯絡人：王小姐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