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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戒癮資源(嘉南) 

 

 

 

 

 

◎法務部電話及網路資訊 

◎法務部二十四小時免付費            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 

◎網站查詢-                         檢舉藥頭專線：0800-024099 按 2 

◎南區各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提供面對面諮詢、替代療法諮詢) 

◎台南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電話：06-2679751 

地址：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 418 號 (林森辦公室)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 號(東興辦公室)  電話：06-6357716 

◎嘉義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電話：05-2810995 

地址：嘉義市德明路 1 號 1 樓    

◎全省宗教、醫療戒癮機構 

◎晨曦會                                      電話：(02)22317744  

  地址：台北縣永和市 23443 保福路二段 23 巷 37 號         

◎沐恩之家                                    電話：(07)-7230595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72 號 12 樓之 3            

◎主愛之家輔導中心                            電話：(03)-8260360 

  地址：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 1 號                        

◎茄荖山莊                                    電話：(049)2560289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主題 網頁 

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http://antidrug.moj.gov.tw/mp-4.html 

青少年戒毒專區 
http://antidrug.moj.gov.tw/lp-186-1.html 

親愛的家屬您好： 

本所蒐集相關戒癮資源，提供有需要的您可以參考利用。如果想要進

一步瞭解或詢問，可以電洽輔導科電話或直接前來輔導科辦公室，由

專業人員為您解答。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輔導科關心您 

                    總機：07-6154059  輔導科專線：07-615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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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藥癮戒治醫療院所(門診、住院、替代治療、丁基原啡因替代治療) 

 

縣市 醫院/診所 方式 地圵 電話 

嘉縣 嘉義長庚醫院 門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號 05-3621000 

 慈濟大林分院 門、替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號 05-2648000 

 中榮灣橋分院 門、住、替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 38號 05-2791072 

 衛福部朴子醫院 替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 42-50 號 05-3790600 

嘉市 衛福部嘉義醫院 門、替 嘉義市北港 312 號 05-2319090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 門、住、替 嘉義市世賢路 2段 600 號 05-2359630 

 聖馬爾定醫院 門 嘉義市民權路 60號 05-2780040 

 嘉義基督教醫院 門、住 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05-2675041 

南市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 門、住、替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870 巷 80 號 06-2795019 

 高雄榮民台南分院 門、替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 號 06-3125101 

 衛福部新營醫院 門、替 臺南市新營區信義街 73號 06-6351131 

 衛福部台南醫院 門、替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25 號 06-2200055 

 成大附設醫院 門、替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06-2353535 

 奇美台南分院 門、住、替 臺南市南區樹林街二段 442 號 06-2228116 

 郭綜合醫院 門、丁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號 06-2221111 

 心樂活診所 門 臺南市東區凱旋路 39號 06-2383636 

 南市立安南醫院 門、替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 66號 06-3553111 

 柳營奇美醫院 門、丁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 201 號 06-6226999 

 奇美醫院 門、丁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06-2812811 

 仁享診所 門、丁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 2段 970 號 06-271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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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戒癮資源(高屏) 

 

 

 

 

 

◎法務部電話及網路資訊 

◎法務部二十四小時免付費            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 

◎網站查詢-                         檢舉藥頭專線：0800-024099 按 2 

◎南區各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提供面對面諮詢、替代療法諮詢) 

◎高雄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電話：07-3352300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5 號 6 樓(苓雅行政中心大樓) 

◎屏東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電話：08-7351595 

地址：屏東市自由路 272 號 

◎全省宗教、醫療戒癮機構 

◎晨曦會                                      電話：(02)22317744  

  地址：台北縣永和市 23443 保福路二段 23 巷 37 號         

◎沐恩之家                                    電話：(07)-7230595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72 號 12 樓之 3            

◎主愛之家                                    電話：(03)-8260360 

  地址：花蓮縣秀林鄉佳民村 1 號                        

◎茄荖山莊                                    電話：(049)2560289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主題 網頁 

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http://antidrug.moj.gov.tw/mp-4.html 

青少年戒毒專區 
http://antidrug.moj.gov.tw/lp-186-1.html 

親愛的家屬您好： 

本所蒐集相關戒癮資源，提供有需要的您可以參考利用。如果想要進

一步瞭解或詢問，可以電洽輔導科電話或直接前來輔導科辦公室，由

專業人員為您解答。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輔導科關心您 

                    總機：07-6154059  輔導科專線：07-615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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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藥癮戒治醫療院所(門診、住院、替代治療、丁基原啡因替代治療) 

 

縣市 醫院/診所 方式 地圵 電話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門、住、替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07-3121101 

 市立凱旋醫院 門、住、替 高雄市凱旋二路 130 號 07-7513171 

 國軍高雄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處 

門、住、替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號 
07-7496779 

 高雄榮民總醫院 門、替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100 號 07-3422121 

 慈惠醫院 門、替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 509 號 07-7030315 

 義大醫院 門、住、替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義大路 1號 07-615001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門、住、替 高雄市鳥松鄉大碑路 123 號 07-7317123 

 衛福部旗山醫院 替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號 07-6613811 

 維心診所 門、丁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314 號 07-6231829 

 阮綜合醫院 門、替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 號 07-3351121 

 國軍高雄總醫院 

左營分院 

門、住、替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 號 
07-5875938 

 市立小港醫院 門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 號 07-8036783 

 市立聯合醫院 門、丁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 號 07-5552565 

 市立大同醫院 門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號 07-2911101 

 靜和醫院 門、丁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178 號 07-2229612 

 樂安醫院 門、丁 高雄市岡山區通校路 300 號 07-6256791 

 陽光診所 門、丁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176 號 07-3412598 

屏東縣 衛福部屏東醫院 替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270 號 08-7363011 

 高雄榮民總醫院  

屏東分院 

門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

1巷 1號 
08-77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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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泰醫院 門、替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 1段 210 號 08-8329966 

 屏安醫院 門、住、替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 160-1 號 08-7211777 

 國軍高雄總院附設

屏東民眾診療服務

處 

門、住 屏東縣屏東市大湖路 58巷 22 號 

08-7560756 

 屏安醫院附設 

門診部 

門、丁 屏東市瑞光路 2段 250 號 
08-7378888 

 泰祥診所 門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 111 號 08-7881777 

 興安診所 門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463 號 08-7346666 

 寬心診所 門、丁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40號 08-7333555 

 屏東基督教醫院 門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60號 08-7368686 

 衛福部恆春旅遊 

醫院 

門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 188 號 
08-8892704 

 佑青醫院 門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 111 號 08-7705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