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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早期療育服務單位彙整表 

表單說明  

1.家長或家屬欲使用本表服務資訊前，請先以電話聯繫相關單位/機構，確認服務內容及時間。 

2.凡申請早期療育費用補助，需符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補助標準。 

縣市別 單位/機構名稱 地址 連絡電話 療育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評

估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

號 
03-3699721轉1203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2

時、13時30分至17時、18時

至21時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聯合評估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71號 03-3698553 

職能治療、心理輔導 
週一至週五9時至17時 

兒童精神心智評估 

敏盛醫院三民院區(聯合

評估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106號 

03-3379340轉230或

702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心理輔導、聽覺評估、

視知覺訓練 

週一至週五14時至21時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天主教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123號 03-361314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桃新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95號 03-3325678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賴明偉復健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90號 03-3352066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1.週一至週六8時至21時30

分 

2.週六8時至17時 

悅康復健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478號 03-3177060 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1.週一至週六8時至21時15

分 

2.週六8時至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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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 

德仁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雲林村1鄰桃

鶯路245號 
03-3617985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1. 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2. 週六9時至12時 

振生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二段

288號4樓 
03-3356156轉400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黃晉文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94號 03-3313304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1. 週一至週五13時30分至

21時 

2. 週六上午 

寶貝兒童復健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金門二街

265 號 
03-3711616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1. 週一至週三9時至21時 

2. 週四10時至12時、14時至 

   21時 

3. 週五14時至21時 

4. 週六9時至16時 

陽明復健專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金門二街

296 號 
03-377789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李裕承復健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810

號 
03-369119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1. 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2. 週六8時至17時 

心園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桃園區忠一路 15 號 03-3317485 
壓力與情緒管理、親職教育

諮詢、早期療育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悅安復健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 2

段 76 巷 8 號 
03-3016606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1. 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30   

分 

2. 週六8時至12時30分 

 

 

 

中壢區 

 

 

 

關鍵語言 
桃園市中壢區台貿二街 92

號 

    03-4364329 

0958-021211 
語言治療 週一至週四 8 時至 21 時 

邱欣禹物理治療所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 8 號 0926-654662 物理治療 
1. 週一至週六 9 時至 20 時 

2. 週日彈性調整 

兒童發展復健站(中壢站) 
桃園市中壢區普義里溪洲

街296號 
03-4352666轉40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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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 

 

立倫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

段 208 號 
03-4953287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週一至週六8時30分至22時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

醫院(聯合評估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03-4629292轉2221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21時 

中壢長榮醫院復健科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50

號 

03-4631230轉

5121、5122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週一至週五13時至21時30分 

華興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

316 號 6 樓 
03-4577200 轉 0605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週一至週五8時至21時 

大林復健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

段 80 號 
03-495167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視動認

知)、感覺統合 
週一至週五13時至20時 

聯新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路 21 號 03-4379595轉20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1.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2 

時；14時至17時30分；18

時30分至21時30分 

2. 週六彈性調整 

龍潭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龍潭站)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百年2

街15巷21號B1(百年大鎮社

區) 

03-4792033轉2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敏盛醫院龍潭分院復健

科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 168

號 
03-4794151轉1120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週一至週五13時至17時 

國軍桃園總醫院(聯合評

估醫院)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168

號 

03-4807777 轉

325142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週一至週五8時至12時、14

時至17時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平鎮區 

 

壢新醫院(評估中心)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03-4941234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特殊教育、心理治療 

1.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2 

時30分、14時至17時、18

時30分至21時30分 

2. 週六8時30分至12時30分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兒童發展復健站(平鎮站)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里振興 03-4576624轉212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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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號 治療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楊梅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楊梅站) 桃園市平鎮區校前路409號 03-4782248轉21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天成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新成路 196

號 
03-4782350轉6221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週一至週五13時至21時 

龜山區 

 

健雄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

220 號 
03-3182202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21時

30分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

長庚紀念醫院(評估中心)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03-3281200轉

8147、8148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藝術治療、心理輔導、

音樂治療(自費)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7時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 

兒童發展復健站(龜山站)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103

號(桃園縣龜山鄉衛生所) 
03-3299645轉315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長庚桃園分院 
桃園市龜山區舊路村頂湖

路 123 號 
03-3196200轉237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藝術治療、心理輔導、

特殊教育、音樂治療、認知

啟蒙(自費) 

週一至週五8時30分至17時 

八德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八德站)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361巷28號 
03-3662781轉320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李復健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135 號 5 樓 
03-3643470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感覺統合 

1. 週一、三、五9時至12時、

14時至21時 

2. 週二9時至11時30分 

新屋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新屋站) 
桃園市新屋區新生村中山

路450號 
03-4772196轉32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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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查詢 

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桃園市新屋區新福二路 6

號 
03-4971989 轉 516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1. 週一、四9時至11時30

分、14時至16時30分 

2. 週二、三、五9時至11時

30分 

觀音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觀音站) 桃園市觀音區觀新路58號 03-4734082轉216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大園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大園站)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西路19

號 
03-3862024轉46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蘆竹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蘆竹站)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

238號 
03-3524732轉223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大溪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大溪站) 桃園市大溪區仁愛路1號 03-3882401轉229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復興區 兒童發展復健站(復興站) 
桃園市復興區澤仁村中正

路25號 
03-3821912轉301 

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

治療 

請逕洽詢該單位服務人員及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長期照護

網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