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 一般 樂活

一般 樂活 臺北醫學大學 (O) 02-27361661*2277

一般 中國文化大學 (O) 02-28610511*43822

一般 樂活 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 (O) 02-87861911

一般 樂活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O) 02-29053386

一般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O) 02-22490088*1602

一般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O) 02-22193391*67261

一般
中國青年救國團

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O) 02-22615999

樂活
中國青年救國團

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
(O) 02-22810338

基隆市 一般 樂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O) 02-24372093*291、292

一般 中原大學 (O) 03-2651611

一般 樂活 桃園市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O) 03-4915168*66

一般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O) 03-4629292*28834

樂活 天成醫院  (O) 03-4782350*68837

新竹市 一般 樂活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O) 03-5381183*8636

一般 明新科技大學  (O) 03-5593142*2343

樂活 中國科技大學 (O) 03-6991111*1616

苗栗縣 一般 樂活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O) 037-615588*5580

一般 樂活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O) 04-26581919*4802

一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O) 04-22183312

一般 弘光科技大學 (O) 04-26318652*6208

一般 靜宜大學 (O) 04-26328001*16035

樂活 中國醫藥大學運動醫學系 (O) 04-22053366*7605

樂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O) 04-22213108*2069

樂活 竹山秀傳醫院 (O) 049-2624266*32020

一般 中國青年救國團南投縣團務指導委員會 (O) 049-2223441*32

樂活 亞洲大學  (O) 04-23323456*3808

彰化縣 一般 樂活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O) 04-8359000*1321

一般 樂活 南華大學  (O) 05-2721001*2991

樂活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O) 05-7837901*1206

一般 樂活 國立中正大學   (O) 05-2720411#26504

一般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O) 05-3790600*241

嘉義市 一般 樂活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O) 05-2765041*6174

一般 樂活 台南市立醫院  (O) 06-2609926*22301

一般 樂活 崑山科技大學  (O) 06-2727175*230

一般 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 (O) 06-6523111*1272

一般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O) 06-2532106*349

一般 社團法人臺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O) 06-2089308

樂活 長榮大學  (O) 06-2785123*1551

樂活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O) 06-3553111*1226

一般 樂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O) 07-3814526*3529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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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站

一般 樂活 健仁醫院 (O) 07-3517166

一般 樂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O) 07-6150011*251263

一般 輔英科技大學 (O) 07-7811151*2280、2281

一般 樂活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O) 07-3121101*6908

樂活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經營）

(O) 07-2911101*8555

一般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O) 07-3414815

一般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O) 08-7703202*7228

樂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O) 07-3814526*3529

花蓮縣 一般 樂活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O) 03-8241079

臺東縣 一般 樂活 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O) 07-3414815

宜蘭縣 一般 樂活 中國青年救國團宜蘭縣團務指導委員會  (O) 03-9353411*31

一般 社團法人臺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O) 06-2089308

樂活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O) 06-9211116*59760

金門縣 一般 樂活 國立金門大學  (O) 082-313801

連江縣 一般 樂活 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O) 02-87732464

高雄市

屏東縣

澎湖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