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家護理所 

頭城鎮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771034 

頭城鎮新興路 304號          傳真 03-9776445 

 

不老診所 

頭城鎮衛生所       03-9771034  頭城鎮新建里新興路 304號 
博生診所   宋俊傑  03-9782568  頭城鎮城東里中庸路 23號 

杏林診所   黃茂林  03-9771486  頭城鎮新建里新興路 17號 

李彰義診所 李彰義  9771688  頭城鎮新建里 5鄰新興路 14號 

仁宏診所   舒惠綸  03-9776568 頭城鎮城北里纘祥路 79-2號 
頭城診所  莊活泉 03-9776340 頭城鎮城西里 4鄰開蘭路 50號 

照仁診所   李騰長  9775101 頭城鎮拔雅里吉祥路 88巷 27號 
仁安中醫診所  林國盟  9771442頭城鎮城北里纘祥路 67-2號 

陳春光中醫診所 陳春光 9782937 頭城鎮拔雅里吉祥路 90號 

陽醫附設大溪門診部 康世肇 9781030頭城鎮大溪里濱海路 5段

211號 

 

居家安寧 

頭城鎮衛生所        03-9771034 

頭城鎮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03-9771034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大坑罟社區  頭城鎮協天路 602號 

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全能社區衛生所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醫療專車接送  平衡班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廣播系統設置 

◎新建社區  頭城鎮新興路 234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全能社區衛生所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平衡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竹安社區  頭城鎮頭濱路一段 629號 

長青食堂   全能社區衛生所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平衡班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廣播系統設置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 

◎龜山島社區 頭城鎮龜山里龜山路 221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醫療專車接送 志工銀行培訓班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平衡班 

廣播系統設置  漁村文化館  課後輔導  線上輔導  手工藝 

臨托服務 

◎武營社區  頭城鎮開蘭路 224號 

長青食堂   全能社區衛生所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平衡班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廣播系統設置 

樂齡學習中心  日間托老 

◎港口社區  頭城鎮港口路 60-3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全能社區衛生所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平衡班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廣播系統設置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 

◎福成社區  頭城鎮宜三路二段 378號 

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全能社區衛生所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平衡班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廣播系統設置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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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護理所 

礁溪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882908 

礁溪鄉礁溪路四段 126號 B1              傳真 03-9870720 

竹林養護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889357 

礁溪鄉六結路 151號                    傳真 03-9887246   

 

不老診所 

礁溪鄉衛生所 9881391 礁溪鄉大忠村礁溪路四段 126號 B1樓 

周診所  周文宗 9887542  礁溪鄉六結村中山路二段 21號 1樓 

安信診所   吳家銘  9888001  礁溪鄉大義村中山路一段 120號 

簡再興診所 簡再興 9280090  礁溪鄉吳沙村礁溪路一段 56號 

吳震世診所 吳震世 03-9871268礁溪鄉大忠村中山路一段 99號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德陽社區   礁溪鄉德陽村成功路 32之 3號 

健康諮詢講座  電腦資訊班  長青友善關懷  志工培訓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水美人 

太鼓隊  社區巡守隊  讀經班  樂齡單車隊  平衡班 

◎玉光社區   礁溪鄉玉光村瑪僯路 76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全能社區衛生所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社區健康營造課程  長期照護服務   

居家走動社區關懷  醫療專車接送  平衡班  動動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社區綠美化 

農村再生班  自治防災隊  「武躍玉光」國術  元極舞  土風舞 

太極氣功  有氧舞蹈 

 

 

 

居家護理所 

壯圍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385503 

壯圍鄉中央路 2段 290號               傳真 9380875 

 

不老診所 

壯圍鄉衛生所       9385503  壯圍鄉吉祥村中央路二段 290號 

陳登賢診所  陳登賢 9305029  壯圍鄉過嶺村壯濱路三段 385號 

大福診所    張哲銘 9308842  壯圍鄉大福村壯濱路六段 231號 

楊崑診所    楊崑   03-9388378壯圍鄉吉祥村中央路二段 297號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壯六社區  壯圍鄉壯六路 47-3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樂齡學習中心 

長青友善關懷    平衡班  健康諮詢講座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高齡者防詐騙 

十八式氣功 

◎順和社區  壯圍鄉忠孝村順和路 48-8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樂齡學習中心 

長青友善關懷  志工銀行及培訓   平衡班  巡迴醫療(仁濟中醫) 

公車候車亭建置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高齡者防詐騙  東西五路健走步道護欄設置 

廣播系統設置  千歲打擊樂  打斗四  不老樂團 

◎後埤社區  壯圍鄉壯濱路二段 267號 

社區關懷據點   遠距照護服務  長青學堂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居家走動社區關懷  平衡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樂齡分站   打斗敘  電腦教室  不老棒球 

乒乓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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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所 

員山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221575 

員山鄉復興路 2號                      傳真 03-9227990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222141 

員山鄉榮光路 386號                    傳真 03-9226353 

 

不老診所 

員山鄉衛生所  9221575  員山鄉員山村復興路 2號 

張世屏診所 張世屏 9223909 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一段 166號 

信望愛診所 蘇傳凱 03-9221550 員山鄉員山村復興路 6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附設員山鄉門診部  03-9230051       

劉鼎浩  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一段 325號 

 

居家安寧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09838911279 

員山鄉衛生所                 03-9221575 

員山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03-9221575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結頭份社區  員山鄉頭分村永同路 2段 186-1號 

社區關懷據點  遠距照護服務   樂齡學習中心   

長青友善關懷  醫療專車接送  平衡班  巡迴醫療(陽大附醫) 

公車路線調整  社區路口行人號誌秒數調整  小夜燈裝置 

浴廁扶手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廣播系統設置 

喘息服務  在宅服務  歌仔戲班  做醬油及醬菜 農村再生實作 

歌仔戲文化節 

◎湖東社區  員山鄉湖東村茄苳路 68之 2號 

居家護理所 

大同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801175 

大同鄉崙埤村朝陽 40號        傳真 9801050 

 

不老診所 

大同鄉衛生所       03-9801175   大同鄉崙埤村朝陽 40號 

 

居家安寧 

大同鄉衛生所       03-9801175       大同鄉朝陽巷 40號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寒溪社區  大同鄉寒溪巷 62號 

社區關懷據點  輔導型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平衡班 

部落文化健康站  樂齡學習中心  長青友善關懷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社區傳承泰雅文化  物資銀行  輔具中心  農村再生實作 

◎樂水社區  大同鄉碼崙路 59號 

社區關懷據點  輔導型長青食堂  遠距照護服務  平衡班 

部落文化健康站  樂齡學習中心  長青友善關懷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社區傳承泰雅文化  農村再生實作 

◎茂安社區  大同鄉泰雅路 5段 70號 

日間托老所  長青食堂  遠距離照護服務  部落文化健康站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住宅用火災警報 

社區傳承泰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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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所 

宜蘭市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322362 

宜蘭市健康路 2段 2-2號 2樓       傳真 03-9359754    

蘭陽仁愛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03-9321888分機1338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260號           傳真 03-9324271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325192 

宜蘭市新民路 152號               傳真 03-9354210 

宜迦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357416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145號 12樓之 1 

仁里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357759 

宜蘭市宜興路一段 29巷 13號       傳真 03-9357759 

 

不老診所 

宜蘭市衛生所    9322362  宜蘭市復興里健康路 2段 2-2號         

宜蘭普門醫療財團法人普門診所   03-9327778 

蘇俊雄  宜蘭市文化里神農路一段 87號 

松禾診所       范揚智  03-9323068宜蘭市大新里光復路 48號 

林內兒科診所  林英達 9322080  宜蘭市東門里聖後街 173號   

黃芳裕診所    黃芳裕 03-9365198  宜蘭市神農里光復路 21號 

明仁眼科診所 方稔   9330303 宜蘭市民權里中山路二段 231號  

譚國勇婦產科診所  譚國勇  03-9366797  

宜蘭市中山里中山路三段 157號 

林耳鼻喉科診所 林旺枝 9311234宜蘭市北門里中山路三段 233號 

徐瑪里婦產科診所 徐瑪里 03-9364714 

宜蘭市東門里中山路三段 146號 3樓 

曹天德診所  曹天德  9353267 宜蘭市新民里舊城東路 3-1號 

普仁健康診所  楊婉珍  9328308 宜蘭市大新里民權路一段 2號 

潘仁進診所 潘仁進 9313808 宜蘭市民權里中山路二段 61號 1 樓 

和信診所  汪立偉  9313505  宜蘭市神農里和睦路團管區巷 17 

號 1樓 

聖心聯合診所  黃寶凱  9356414  宜蘭市北門里同興街 101號 

建成骨外科診所  柳一飛  9321678  宜蘭市神農里復興路 66號 

厚生診所 周文容  03-9358611  宜蘭市神農里復興路 32號 

開蘭安心診所   陳玫君   03-9311220 

宜蘭市文化里神農路一段 95號 1、2樓 97號 1樓 

博幼親子診所   劉鴻昌  9370370宜蘭市成功里東港路 40-19號 

林鴻飛中醫診所 林鴻飛 9387899 宜蘭市延平里延平路 38-45號 

德安中醫診所 潘麗安  9330220 宜蘭市神農里復興路 49號 

仁濟中醫聯合診所 劉德才 9323249宜蘭市南門里文昌路 147-1號 

國泰中醫診所 林奕祺  9360869宜蘭市七結里農權路三段 10號 

新南大中醫診所 高祐琛  9355007宜蘭市大新里宜興路一段 97號 

宜蘭現代中醫診所 楊奇芳 9384995宜蘭市東村里校舍路 161號 

明悅中醫診所  林衍志    03-9368533 

宜蘭市民權里中山路二段 147號 1 樓、149號 1樓 

宜康中醫診所   邱錦源  9330500宜蘭市文化里民族路 338-1號 

清華牙醫診所   溫清華  9357022宜蘭市思源里農權路二段 15號 

陳志超牙醫診所 陳志超  9354575宜蘭市民族里健康路三段 36號 

全友牙醫診所   周建材  03-9330238 宜蘭市北門里新興路 62號 

平安牙醫診所   陳致舟  03-9351517宜蘭市南門里泰山路 15號 

 

居家安寧 

宜蘭市衛生所                     03-9322362 

宜蘭市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03-9322362 

蘭陽仁愛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0912296684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居家護理所       0972158895 

 

宜 

蘭 

市 

宜 

蘭 

市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七結社區   宜蘭市七結里泰山路七結巷 9之 10號 

社區關懷據點   遠距照護服務    活躍老化  健康諮詢講座 

長期照護服務  居家走動社區關懷  平衡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手工藝媽媽教室  長者鼓藝文化研習  太極、慢跑、十八式氣功 

◎延平社區  宜蘭市環市東路二段 890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活躍老化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健康諮詢講座   平衡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十八式氣功  老人活力秀 

樂齡歌唱班  日語研習營  日語歌唱班 

 

 

 

 

 

 

 

 

 

 

 

 

 

 

 

 

 

居家護理所 

五結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600040 

五結鄉五結路二段 337號             傳真 03-9507085           

誼華居家護理所                     電話 0971080402 

五結鄉鎮安路 15巷 22弄 2號         傳真 03-9507085 

 

不老診所 

五結鄉衛生所    03-9501564  五結鄉五結村五結路二段 337號 

王家泰診所 王家泰 03-9650861  五結鄉上四村中正西路 23 號 

宏安診所 張啟宏 03-9576893       五結鄉中正路一段 168號 

益生中醫診所 張正忠 03-9602502   五結鄉五結中路二段 22號 

太一堂中醫診所 黃智宏 03-9652337五結鄉中正西路 43-5號 

五福牙醫診所 楊志文 03-9602025   五結鄉五結路二段 389號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三興社區  五結鄉三興村三結五路 188號 

社區關懷據點  遠距照護服務  長青食堂  多元運動器材設置 

社區資訊電腦班  村里資訊站  長青友善關懷  健康講座 

健康檢查服務及講座  平衡班(動動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高齡者防詐騙 

廣播系統設置  千歲打擊樂  十八式氣功  健走隊 

農村再生  據點服務活動帶領  烘焙幸福糕點 

◎大眾社區  五結鄉錦眾村大眾三路 360巷 16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多元運動器材設置  長青友善關懷 

熟齡健康吃系列講座  志工銀行及培訓  公車路線 

長者健康促進班(平衡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農漁業體驗產業發展  農村再生實作  福智長青樂活班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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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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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所 

羅東鎮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542321 

羅東鎮民生路 79號 

羅東博愛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543131 

羅東鎮南昌街 61之 8號                 傳真 03-9556693 

羅東聖母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544106 

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號                  傳真 03-9546459 

永晴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559910 

羅東鎮光榮路 413、415號 4樓           傳真 03-9558342 

全心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510789 

羅東鎮中山路四段 11巷 6號             傳真 03-9611408 

 

不老診所 

羅東鎮衛生所  03-9542321  羅東鎮賢文里民生路 79號 

洪內兒科診所 洪仁成  9576643 羅東鎮集祥里 14鄰天津路 3 號 

藍內兒科診所 藍正德 9568020  羅東鎮中山里中山路三段 196號 

泰林診所 林雍章 9562546  羅東鎮成功里 3鄰興東南路 170號 

鄭裕南復健科診所 鄭裕南 03-9566619  羅東鎮公正里倉前路

77-7號 

北成診所 陳自立 03-9514467  羅東鎮北成里中山路四段 240號 

陳文貴診所 陳文貴 9550101 羅東鎮公正里興東路 118號 1、2樓 

洪仁宗診所 洪仁宗 03-9558720  羅東鎮仁德里興東南路 257號 

游能俊診所 游能俊 03-9556670  羅東鎮東安里光榮路 491號 

謝漢池診所 謝漢池 03-9572081  羅東鎮賢文里忠孝路 91號 

王維昌診所 王維昌 03-9562512  羅東鎮賢文里公正路 167-3號 

普濟診所 李木山 03-9569270    羅東鎮成功里興東南路 233號 

信德診所 李信德 9561067    羅東鎮中山里中山路三段 258號 

謝世雄診所 謝世雄 03-9532323  羅東鎮公正里倉前路 53號 

游信得診所 游信得 9577795  羅東鎮竹林里復興路二段 161號 

家家診所 游靜修 9556228   羅東鎮中山里中山路 3段 277號 

羅國鶴中醫診所羅國鶴 9515825 、9515835羅東鎮維揚里維揚路

188號   

愛欣中醫診所 彭玉如 9610909 羅東鎮成功里維揚路 26巷 30號 

羅東南大中醫診所 許蘭群 9531717  羅東鎮漢民里中山路三段

438號 

養生堂中醫 白明堂 03-9541010羅東鎮公正里林森路 101號 

得福中醫診所 薛文超 03-9556565羅東鎮吉祥里公正路 115號 

存仁堂中醫診所 陳振聲 9573456羅東鎮信義里倉前路 36、38號 

怡得心中醫診所 謝仲倫 9610068羅東鎮北成里中山路四段 262號 

六福中醫診所 蘇俊銘 03-9571130羅東鎮成功里南門路 37號 

觀自在中醫診所 楊岳霖 9576835羅東鎮成功里興東南路 131號 

三星堂中醫診所 黃啟育 03-9563590羅東鎮信義里興東路 176號 

東興婦產科診所 江育同 03-9547102羅東鎮信義里興東路 269號 

羅東仁濟中醫聯合整所 陳宗寶 03-9533106羅東鎮南豪里興東南

路 1號 

鼎祐牙醫診所 周祐任 9530889羅東鎮信義里興東路 205號 1樓 

仲輝牙醫診所 邱仲輝 03-9573503羅東鎮信義里天津路 57號 

易宏牙醫診所 林致平 03-9572888羅東鎮樹林里公正路 318號 

維揚診所 陳英詔 9510299  羅東鎮漢民里中山路四段 11巷 6號 

 

居家安寧 

王維昌診所  03-9562512  0991233001   091124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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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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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樹林社區  羅東鎮樹林里文林路 130號 

社區關懷據點  遠距照護服務  社區營養衛教育示範點 

社區資訊電腦班  送餐關懷服務  長青友善關懷  健康諮詢講座 

居家走動社區關懷  志工銀行及培訓  平衡班  羅東不老棒球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社區報 

慢跑  太極  十八式氣功  太鼓  國樂  媽媽教室 

 

 

 

 

 

 

 

 

 

 

 

 

 

 

 

 

 

 

 

 

 

居家護理所 

三星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892227 

三星鄉三星路五段 70號           傳真 03-9893416 

 

不老診所 

三星鄉衛生所      9892227  三星鄉義德村三星路五段 70號 

三星診所  洪桂輝  9892033  三星鄉義德村三星路五段 162號  

仁佑診所  劉迺順   9892573  三星鄉義德村三星路五段 67號 

聖路加診所  陳文萃 9895028  

三星鄉義德村 2鄰三星路五段 49號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大洲社區  三星鄉上將路二段 595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健康動動班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健康諮詢講座  平衡班  氣功 

小夜燈裝置  浴廁扶手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十八式氣功  社區瑜珈班  太鼓隊  韻律舞班  快樂學堂 

◎尾塹社區  三星鄉上將路一段 249巷 

社區關懷據點  遠距照護服務  長青食堂  社區資訊電腦站     

樂齡學習中心  長照樂智服務  代間教育  歌仔戲巡迴演出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志工銀行及培訓  平衡班 

血糖血壓骨質疏鬆篩檢及保健講座  浴廁扶手裝置  韻律舞班 

健康動動班  巡迴醫療  公車候車亭建置 小夜燈裝置  太鼓隊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十八式氣功  社區瑜珈班  氣功   

快樂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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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所 

冬山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594772 

冬山鄉中正路 16號               傳真 03-9592981 

 

不老診所 

冬山鄉衛生所  03-9591140      冬山鄉冬山村中正路 16號 

王內科診所 王德鏡  03-9550877 冬山鄉群英村義成路三段 562號 

林聰源診所 林聰源  03-9582772 冬山鄉順安村義成路二段 375號 

徐診所 徐慧琪  03-9590923     冬山鄉南興村照安路 33巷 32號 

古醫生保健診所 古美娟 9585950 冬山鄉清溝村義成路三段 320號 

江心修診所 江心修  03-9611097     冬山鄉廣興村廣興路 215號 

群英診所 鄭信雄  03-9581924       冬山鄉群英村和平路 9號 

永銨牙醫診所 張榕昇  03-9581585   冬山鄉清溝村永安路 301號 

奧麗薇牙醫診所 陳彥驊  03-9596511 冬山鄉香和村香和路 138巷 

 

居家安寧 

宜蘭縣冬山鄉衛生所   03-9594772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順安社區  冬山鄉義成路二段 378巷 87號 

社區關懷據點  遠距照護服務  社區共餐  銀髮族健康促進班 

長青友善關懷  健康講座 

健康檢查服務及講座  平衡班(動動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高齡者防詐騙 

廣播系統設置  千歲打擊樂  十八式氣功  健走隊 

農村再生  據點服務活動帶領  烘焙幸福糕點 

◎東城社區  冬山鄉東城路 280號 

社區關懷據點  長青食堂  遠距離照護服務  健康營照小站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銀髮平衡班  公車-冬山勁好行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柔力球 

桌遊人生-益智遊戲 

◎武淵社區  冬山鄉武淵村富農路二段 325號 

長青食堂  土風舞班  多元運動器材設置   

長者健康促進體能班  長青友善關懷  健康議題系列講座 

志工銀行及培訓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農村再生實作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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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所 

蘇澳鎮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962185 

蘇澳鎮志成路 60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905106 

蘇澳鎮蘇濱路一段 301號                 傳真 03-9906782                  

 

不老診所 

蘇澳鎮衛生所        03-9962185     蘇澳鎮蘇西里志成路60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附設門診部  許立明  03-9905815 

蘇澳鎮聖愛里中山路一段 439號 

金明診所   吳梓明     03-9964138 蘇澳鎮南正里南安路 175號 

俞國棟診所  俞國棟    03-9951396 蘇澳鎮聖胡里蘇港路 369號 

健生全民診所 黃恩澤   03-9973856蘇澳鎮南興里南寧路 44號 

健仁內科診所 陳佩仁   03-9906695蘇澳鎮隘丁里興安路 32號 

曾家庭醫學科診所 曾金郎 03-9908866 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29號 

新馬牙醫診所  林楷庭  03-9901181蘇澳鎮隘丁里新馬路 9號 

吳慶順診所  吳慶順 03-9969747 蘇澳鎮蘇西里華中街 5號 

吳昌達診所  吳昌達 03-9955976 蘇澳鎮南安里海邊路 141號 

世揚中醫診所 林世揚 03-9962038 蘇澳鎮蘇西里中山路 113號 

 

居家安寧 

宜蘭縣蘇澳鎮衛生所       03-9962185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03-9962185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蘇北社區  蘇澳鎮新生路 8號 

社區關懷據點  動動班  長青友善關懷  志工銀行及培訓 

公車路線  金馬號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外丹功 

柔力球  歌唱班  音樂式健康促進  讚美操  有氧熱舞 

皮拉提斯瑜珈班 

◎長安社區  蘇澳鎮長安里勝利路 1號 

社區關懷據點  樂齡學園  長青友善關懷  志工銀行及培訓 

公車路線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健康操  舞蹈班  環保敲敲樂  不老合唱團  體適能  竹笛班    

國畫班  電腦資訊站 

◎蘇西社區  蘇澳鎮蘇西里蘇港路 217號 

社區關懷據點  送餐服務  活力秀  長青友善關懷   

志工銀行及培訓  公車路線  金馬號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土風舞班  18氣功  高茲爾球  國標舞班 

歌唱班  律動團體 

◎聖湖社區  蘇澳鎮全祿街 10號 

社區資訊電腦班  多元運動器材設置  樂齡學習中心  動動班 

長青友善關懷  志工銀行及培訓  平衡班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高齡者防詐騙  柔力球隊 

非洲鼓  土風舞  書法班  元極舞  國標舞  日語班  有氧舞蹈 

不老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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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所 

南澳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電話 03-9981019 

南澳鄉蘇花路二段 375號             傳真 03-9982405 

 

不老診所 

南澳鄉衛生所   南澳鄉南澳村蘇花路 2段 375號  03-9981019 

 

居家安寧 

宜蘭縣南澳鄉衛生所                     03-9881019 

宜蘭縣南澳鄉衛生所附設居家護理所       03-9881019 

 

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 

◎東岳社區  南澳鄉東岳村蘇花路三段 139巷 7號 

部落文化健康站  遠距照護服務  活躍老化  多元運動器材設置 

樂齡學習中心  長青友善關懷  長期照護服務  平衡班 

巡迴醫療  浴廁扶手裝置  小夜燈裝置  住宅用滅火器 

兒少社區陪伴  社區健走隊  社區傳承泰雅文化 

農村再生實作 

 

南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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