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家園站 住址 聯絡電話 服務內容 衛生所 住址 電話 項次 不老診所 住址 電話

1 三星鄉衛生所 三星鄉三星路五段70號 03-9892227

2 三星診所 三星鄉三星路五段162號 03-9892033

3 壯圍鄉衛生所 壯圍鄉中央路二段290號 03-9385503

4 陳登賢診所 壯圍鄉壯濱路三段385號 03-9305029

5 員山鄉衛生所 員山鄉復興路2號 03-9221575

6 信望愛診所 員山鄉復興路6號 03-9221550

7 冬山鄉衛生所 冬山鄉冬山村中正路16號 03-9591140

8 王內科診所 冬山鄉義成路三段562號 03-9550877

9 林聰源診所 冬山鄉義成路二段375號 03-9582772

10 古醫生保健診所 冬山鄉義成路三段320號 03-9585950

11 蘇澳鎮衛生所 蘇澳鎮志成路60號 03-9962185

12 吳慶順診所 蘇澳鎮華中街5號 03-9969747

13 吳昌達診所 蘇澳鎮海邊路141號 03-9955976

14 頭城鎮衛生所 頭城鎮吉祥路15號 03-9771034

15 博生診所 頭城鎮城東里中庸路23號 03-9782568

16 陽醫附設大溪門診部 頭城鎮濱海路5段211號 03-9781030

17 羅東鎮衛生所 羅東鎮民生路79號 03-9542321

18 游能俊診所 羅東鎮光榮路491號 03-9556670

19 王維昌診所 羅東鎮公正路167-3號 03-9562512

20 游信得診所 羅東鎮復興路二段161號 03-9577795

21 維揚診所 羅東鎮維揚路136號 03-9510299

22 五結鄉衛生所 五結鄉五結村五結路2段337號 03-9501564

23 王家泰診所 五結鄉上四村中正西路23號 03-9650861

24 宏安診所 五結鄉中正路一段168號 03-9576893

9 南澳鄉東岳社區
南澳鄉東岳村蘇花

路三段139巷7號
03-9982707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老人用餐、扶手裝置、小夜燈設置、社區平衡

班、遠距照護服務、長青友善關懷、活躍老化、長期照護服務、樂齡

學習中心、部落文化健康站、不老診所、兒少社區陪伴、社區健走

隊、資訊電腦班、社區傳承泰雅文化、多元運動器材設置、農村再生

實作

南澳鄉衛生

所

南澳鄉蘇花路2段375

號
03-9981019 25 南澳鄉衛生所 南澳鄉蘇花路2段375號 03-9981019

10 大同鄉寒溪社區 大同鄉寒溪巷62號 03-9517460

資訊電腦班、遠距照護服務、社區平衡班、小夜燈設置、扶手裝置、

輔導型長青食堂、樂齡學習中心、不老診所、長青友善關懷、長期照

護服務、活躍老化、社區關懷據點、部落文化健康站、社區傳承泰雅

文化、物資銀行、輔具中心、農村再生實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大同鄉衛生

所
大同鄉朝陽巷40號 03-9517435 26 大同鄉衛生所 大同鄉朝陽巷40號 03-9517435

27 礁溪鄉衛生所 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26號B1樓 03-9881391

28 周診所 礁溪鄉中山路二段21號1樓 03-9887542

29 宜蘭市衛生所 宜蘭市健康路2段2-2號 03-9322362

30 林內兒科診所 宜蘭市聖後街173號 03-9322080

31 林耳鼻喉科診所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33號 03-9311234

32 和信診所 宜蘭市和睦路團管區巷17號1樓 03-9313505

33 開蘭安心診所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95號1、2樓97號

1樓
03-93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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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各鄉鎮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服務內容及資源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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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蘇澳鎮聖湖社區 蘇澳鎮全祿街10號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浴室扶手裝設、小夜燈設置、不倒翁社區平衡

班、不老診所、長青友善關懷、遠距照護服務、長期照護服務、活躍

老化、社區關懷據點、居家走動社區關懷、聖母醫院健康諮詢講座活

動、送餐關懷服務、烹飪手工藝媽媽教室、活力太鼓悠揚國樂、太

極.慢跑十八式氣功運動據點

03-9540605
羅東鎮樹林里文林

路130號
羅東鎮樹林社區

頭城鎮龜山島社

區

頭城鎮龜山里龜山

路221號

8

宜蘭市七結社區

太極、慢跑、十八式氣功、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社區平衡班、小夜燈

裝置、扶手裝置、遠距照護服務、長青友善關懷、不老診所、長期照

護服務、活躍老化、健康諮詢講座、社區關懷據點、居家走動社區關

懷、長青食堂、送餐關懷服務、長者鼓藝文化研習、手工藝媽媽教室

03-9500714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扶手裝置、小夜燈設置、社區平衡班、遠距照護

服務、長青友善關懷、活躍老化、長期照護服務、長青學苑、社區關

懷據點、長青食堂、十八式氣功、社區健走隊、村里資訊站、社區傳

承稻藝文化、多元運動器材設置、農村再生實作

五結鄉三興村三結

五路188號
五結鄉三興社區

礁溪鄉玉光村瑪僯

路76號
礁溪鄉玉光社區11

12 0933985727
宜蘭市七結里泰山

路七結巷9之10號

元極舞、土風舞、太極氣功、有氧舞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遠距照

護服務、社區平衡班、小夜燈裝置、扶手裝置、長青友善關懷、不老

診所、長期照護服務、活躍老化、社區關懷據點、居家走動社區關

懷、長青食堂、社區綠美化、農村再生班、自治防災隊、『武耀玉

光』國術

03-9303815

03-9892227

03-9385503壯圍鄉順和社區
壯圍鄉忠孝村順和

路48-8號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社區路口交通號誌、讀冊會、巡迴醫療、扶手裝

置、小夜燈設置、平衡班、社區關懷據點、全能社區衛生所、長青友

善關懷、智在不老營、長青食堂、血糖血壓骨質疏鬆篩檢及保健講

座、長期照護服務、健康營造小站、社區資訊電腦、不老診所、樂齡

學習中心、遠距照護服務、代間教育、活躍老化

千歲打擊樂、歌仔戲巡迴演出、打斗四、扶手裝置、小夜燈設置、長

青食堂、社區關懷據點、全能社區衛生所、長青友善關懷、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樂齡學習中心、平衡班、不老診所、遠距照護服務、巡迴

醫療、社區資訊電腦班、社區路口交通號誌、東西五路健走步道護欄

設置、風雨教室

三星鄉衛生

所

壯圍鄉衛生

所

三星鄉尾塹社區
三星鄉上將路一段

249巷
03-9565816

03-9781369

蘇澳鎮衛生

所

公車臨時停靠站、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巡迴醫療、扶手裝置、小夜燈

設置、社區關懷據點、全能社區衛生所、長青友善關懷、長青食堂、

活躍老化、高齡友善協力夥伴、長期照 護服務、健康營造小站、高

齡日語班、親子讀經班、不老診所、遠距照護服務、資訊電腦班、樂

齡打擊班、讀書會、社區平衡班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巡迴醫療、扶手裝置、小夜燈設置、歌仔戲班、

社區關懷據點、全能社區衛生所、長青友善關懷、高齡友善協力夥

伴、長期照 護服務、社區平衡班、不老診所、遠距照護服務、活躍

老化、長青食堂、公車站牌調整、資訊電腦班

資訊電腦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扶手裝置、小夜燈設置、全能社區

衛生所、長青友善關懷、高齡友善協力夥伴、長期照護服務、健康營

造小站、活躍老化、樂齡中心、不老診所、遠距照護服務、不老棒

球、陽大訓練機、社區平衡班、長青食堂

03-9592950

03-9961435

冬山鄉義成路二段

378巷87號
冬山鄉順安社區

03-9322362
宜蘭市健康路2段2-2

號

宜蘭市衛生

所

03-9591140
冬山鄉冬山村中正路

16號

冬山鄉衛生

所

五結鄉衛生

所

03-9542321羅東鎮民生路79號

03-9881391
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26

號B1樓

礁溪鄉衛生

所

蘇澳鎮志成路60號 03-9962185

頭城鎮衛生

所

羅東鎮衛生

所

五結鄉五結村五結路2

段337號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 不老診所

員山鄉頭分村永同

路2段186-1號
員山鄉結頭份社

區
0932088298 03-9221575

03-9301014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扶手裝置、小夜燈設置、全能社區衛生所、長青

友善關懷、漁村文化館、長期照護服務、活躍老化、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十八式氣功、課後輔導、社區平衡班、遠距照護服務、不

老診所、巡迴醫療、杏和醫院專車接送

03-9501564

頭城鎮吉祥路15號 03-9771034

員山鄉復興路2號
員山鄉衛生

所

三星鄉三星路五段70

號

壯圍鄉中央路二段29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