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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本特約醫療機構名單依北、中、南、東部地區及機構筆劃排序 
各特約醫療機構僑胞卡健檢專案內容請逕洽各醫院聯繫窗口 

項次 名稱 外觀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北部地區 

1 三軍總醫院 

 

臺北巿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325號 

 

http://www.tsgh.ndmctsgh.edu.tw/ 

（02）8792-3311轉 16566、88195 

 

january@mail.ndmctsgh.edu.tw 

2 大學眼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54之 3號 

 

http://www.eyedoctor.com.tw/Xinnan/ 

0800-747-488 

 

laser@eyecent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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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2巷 11號 

 

http://www.csh.com.tw 

02-2708-1166轉 7378 

 

csh-pe@umail.hinet.net 

4 天晟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155號 

 

http://www.tcmg.com.tw 

鍾凱如小姐 

(03)461-1322 

nd007@tcmg.com.tw 

http://www.tsgh.ndmctsgh.edu.tw/
http://www.eyedoctor.com.tw/Xinnan/
http://www.csh.com.tw/
http://www.tc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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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2號 

 

http://www.cth.org.tw 

唐主任 

02-2219-0207 

cthimsc@cth.org.tw 

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號 

 

http://www.mmh.org.tw/index.html 

02-2562-7200 

 

mmhimsc@mmh.org.tw 

7 
西園醫院 

(永越健康管理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 189號 

 

http://www.eonway.com.tw 

徐亞真小姐、鄭雅文小姐 

02-2332-9888轉 2050、2051 

yajen@westgarden.com.tw 

0061@westgarden.com.tw 

8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 123號 

 

http://www.sph.org.tw/social/health/ind

exin8.html 

03-361-3141轉 3341、3356 

 

nancy_9206@mail.sph.org.tw 

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號 

 

http://taipei.tzuchi.com.tw/ 

賴秋蓉護理長 

02-6628-97795轉 3851、3852 

health@tzuchi.com.tw 

http://www.cth.org.tw/
http://www.mmh.org.tw/index.html
http://www.eonway.com.tw/
http://www.sph.org.tw/social/health/indexin8.html
http://www.sph.org.tw/social/health/indexin8.html
http://taipei.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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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9號 

 

http://www.tyh.com.tw/health/ 

黃詩瑩專員 

03-657-3220 

ims@tyh.com.tw 

11 秀傳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16巷 3號 

 

http://www.tpshow.net 

周秀青小姐 

02-2771-7172轉 60086 

tpshowcosmetic@gmail.com 

1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號 

 

http://www.cgmh.org.tw/branch/branch

_kel.htm 

02-2431-3131轉 2177、2590 

 

yjchou@cgmh.org.tw 

13 采新整型醫療機構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114、116號 2樓 

 

http://www.la-visage.com.tw 

02-2828-1525 

 

service@la-visage.com.tw 

1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123 號 9 樓 

 

https://www1.cgmh.org.tw/healthyhel/ 

 

03-319-6200轉 2886~2888 

 

ladwen@cgmh.org.tw 

http://www.tyh.com.tw/health/
http://www.tpshow.net/
http://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kel.htm
http://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kel.htm
http://www.la-visage.com.tw/
https://www1.cgmh.org.tw/healthy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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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哈佛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9號 13樓 

 

http://www.hvc.com.tw 

何佩穎小姐 

02-2715-5565轉 119 

eofrp.hi@hvc.com.tw 

16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號 

 

http://www.chgh.org.tw 

徐曼青小姐 

02-2826-4400轉 8033 

ch7665@chgh.org.tw 

17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市八德路二段 424號 

 

http://www.tahsda.org.tw 

石純蓓小姐 

02-2771-8151轉 2667、2668 

157138@tahsda.org.tw 

18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號 

 

http://vip.e-ms.com.tw/ 

王琴芳專員 

03-315-1007轉 651 

A001348@e-ms.com.tw 

19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 420巷 26號 

 

http://www.knh.org.tw 

蔡麗敏、張怡婷小姐 

02-26345500轉 16000、16001 

kncare@mail.knh.org.tw 

http://www.hvc.com.tw/
http://www.chgh.org.tw/
http://www.tahsda.org.tw/
http://vip.e-ms.com.tw/
http://www.kn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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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66號 

 

http://www.pojengh.com.tw/ 

 02-2570-9966 

0800-436-688 

pojenhmc@gmail.com 

2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號 

 

http://www.skh.org.tw/IHC/ 

林莉軒小姐 

02-2833-2211轉 2791 

A013151@ms.skh.org.tw 

22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2號 

 

http://www.tpehealth.com 

02-2896-0188 

0800-015-104 

crm@tpehealth.com 

23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號 

 

http://www.tmuh.org.tw/ 

(02)2737-2181轉 8325 

 

healthcenter@h.tmu.edu.tw 

24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號 

 

http://www.tph.mohw.gov.tw/ 

沈誼貞副主任 

02-2276-5566轉 1215 

nurse356@tph.mohw.gov.tw 

http://www.pojengh.com.tw/
mailto:pojenhmc@gmail.com
http://www.skh.org.tw/IHC/
http://www.tpehealth.com/
http://www.tmuh.org.tw/
http://www.tph.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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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號 

 

http://hmc.shh.org.tw 

王怡婷小姐 

02-2248-1911轉 818 

08595@s.tmu.edu.tw 

26 壢新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號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賴槿庭小姐 

03-494-1234#轉 8790 

laict@landseed.com.tw 

27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附設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號 

 

http://www.femh.org.tw/mainpage/defa

ult.aspx 

02-7728-4665、02-7728-4667 

 

healthcare@mail.femh.org.tw 

28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https://www.kfsyscc.org 

鄧相笢小姐 

02-2897-0011轉 3205 

hope@kfsyscc.org 

 
 
 

北部地區計 28家 
 
 
 
 

http://hmc.shh.org.tw/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http://www.femh.org.tw/mainpage/default.aspx
http://www.femh.org.tw/mainpage/default.aspx
https://www.kfsy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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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 

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http://www.csh.org.tw 

林月香小姐、陳曉君小姐 

04-24739595轉 56205、56206 

cshe689@csh.org.tw 

cshn371@csh.org.tw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2號 

 

http://www.cmuh.cmu.edu.tw/web/dep

_diagnosis.php?depid=17652 

林佳美小姐 

04-2233-1008 

A23766@mail.cmuh.org.tw 

3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483號 

 

http://www.jah.org.tw 

羅曉麗小姐 

04-2481-9900轉 11429 

jah1425@mail.jah.org.tw 

4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 
光田綜合醫院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號 

 

www.ktgh.com.tw 

陳素玲小姐 

04-2665-1990 

ihsc@ktgh.com.tw 

5 欣向美牙醫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 58,60,62號 

1、2樓 

 

http://www.sbdc.com.tw/webc/index.ph

p 

陳莞婷小姐 

04-720-3666 

service@sbdc.com.tw 

http://www.csh.org.tw/
mailto:cshe689@csh.org.tw
http://www.cmuh.cmu.edu.tw/web/dep_diagnosis.php?depid=17652
http://www.cmuh.cmu.edu.tw/web/dep_diagnosis.php?depid=17652
http://www.jah.org.tw/
file:///F:/www.ktgh.com.tw
http://www.sbdc.com.tw/webc/index.php
http://www.sbdc.com.tw/web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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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6號 

 

https://www.cbshow.org.tw/changbin/ 

郭維宸先生 

04-781-3888轉 72055 

Showkuo0937@gmail.com 

7 茂盛醫院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30-6號 

 

https://www.ivftaiwan.com 

李泯諺先生 

04-2234-7057轉 1315 

minyen715@gmail.com 

8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 1號 

 

http://www.pch.org.tw 

049-291-2151轉 2101 

 

cfmu@mail.pch.org.tw 

9 敦御牙醫診所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489號 20樓 

 

http://www.eonusihc.com/zh-TW/main 

04-2328-3887 

 

eonusdfc@gmail.com 

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4段 1650號 

 

http://www3.vghtc.gov.tw/hmc/index.ph

p 

04-2374-1288 

 

pcu@vghtc.gov.tw 

https://www.cbshow.org.tw/changbin/
https://www.ivftaiwan.com/
http://www.pch.org.tw/
http://www.eonusihc.com/zh-TW/main
http://www3.vghtc.gov.tw/hmc/index.php
http://www3.vghtc.gov.tw/hm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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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 699 號  

 

http://zh-tw.sltung.com.tw/ 

04-2658-1919轉 4960 

 

ttmhh@ms.sltung.com.tw 

1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號 

 

http://www.cch.org.tw 

謝琍昕管理師 

04-723-8595轉 4356、4357 

156881@cch.org.tw 

13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966號 

 

http://www.bthealthtc.com 

0800-323-188 

 

jameschiang3@gmail.com 

14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號 

 

http://www.taic.mohw.gov.tw 

阮小姐 

04-2229-4411轉 3188 

emily680608@gmail.com 

 
 
 

中部地區計 14家 
 
 
 
 

http://zh-tw.sltung.com.tw/
http://www.cch.org.tw/
http://www.bthealthtc.com/
http://www.taic.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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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 

1 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00號 

 

http://www.jjoh.org 

朱鳳蓮小姐、黃怡華小姐 

07-285-2999 

jjoh.int@gmail.com 

2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 
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 565號 

 

https://www.stm.org.tw/ 

吳小姐 

05-275-6000轉 3320 

hec3302@stm.org.tw 

3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 210號 

 

http://www.tsmh.org.tw 

08-832-9966轉 3060、3088 

 

hcc@mail.tsmh.org.tw 

4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號 

 

http://www.yuanhosp.com.tw 

鄭凱儷專員 

07-334-3660 

y3736@yuanhosp.com.tw 

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號 

 

https://www1.cgmh.org.tw/branch/jia/

index.htm 

05-362-1000轉 2299、2489 

 

chiayihcc@cgmh.org.tw 

http://www.jjoh.org/
https://www.stm.org.tw/
http://www.tsmh.org.tw/
http://www.yuanhosp.com.tw/
https://www1.cgmh.org.tw/branch/jia/index.htm
https://www1.cgmh.org.tw/branch/jia/index.htm


11 
 

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https://www.cgmh.org.tw/ 

(07)731-7123轉 6086 

 

health.ks@cgmh.org.tw 

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號 

 

http://www.chimei.org.tw 

劉如偵小姐 

06-281-2811轉 53546 

m980523@mail.chimei.org.tw 

8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號 

 

http://www.kmtth.org.tw 

康雅婷小姐 

07-291-1101轉 8185 

intl.center@kmtth.org.tw 

9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號 

 

http://www.kmhk.org.tw/Cindex.asp 

李組長 

07-803-6783轉 3120 

0972-978-189 

996117@kmuh.org.tw 

10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號 

 

http://www.vghks.gov.tw/ 

(07)341-9187 

 

wchu@vghks.org.tw 

https://www.cgmh.org.tw/
http://www.chimei.org.tw/
http://www.kmtth.org.tw/
http://www.kmhk.org.tw/Cindex.asp
http://www.vghk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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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https://www.kmuh.org.tw/ 

(07)320-8268、(07)320-8269 

100740@kmuh.org.tw 

870445@kmuh.org.tw 

12 許朝欽婦產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東興路 20巷 36號 

 

http://www.tube.com.tw 

陳媺鶯小姐 

06-236-3808 

tubebaby22@gmail.com 

1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號 

 

http://www.hosp.ncku.edu.tw/ 

蔡宜真小姐 

06-276-6123 

06-235-3535轉 4035、4036 

health@mail.hosp.ncku.edu.tw 

14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600號 

 

https://www.vhcy.gov.tw/vhcy/ 

(05)235-9630轉 2541 

 

vhcy2541@gmail.com 

15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號 

 

http://www.edahealthcare.com/Defaul

t.aspx 

 

吳小姐 

07-615-0011轉 5763 

ed109762@edah.org.tw 

https://www.kmuh.org.tw/
http://www.tube.com.tw/
mailto:tubebaby22@gmail.com
http://www.hosp.ncku.edu.tw/
https://www.vhcy.gov.tw/vhcy/
http://www.edahealthcare.com/Default.aspx
http://www.edahealthcare.co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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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北港路 312號 

 

www.chyi.mohw.gov.tw 

江素玲組長 

05-231-9090轉 2425 

Jimy0803@hotmail.com.tw 

17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 539號 

 

http://elearn2.cych.org.tw/im/index.ph

p 

洪世育先生 

05-276-5041轉 6180 

10664@cych.org.tw 

南部地區計 17家 

東部地區 

1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 

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4號 

 

http://www.mch.org.tw 

03-824-1214 

 

ymn0708@mch.org.tw 

2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 

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號 

 

http://health.pohai.org.tw/Health/ind

ex.php 

03-954-313155轉 5159 

 

pmcpohai@mail.pohai.org.tw 

東部地區計 2家 

http://www.chyi.mohw.gov.tw/
http://elearn2.cych.org.tw/im/index.php
http://elearn2.cych.org.tw/im/index.php
http://www.mch.org.tw/
http://health.pohai.org.tw/Health/index.php
http://health.pohai.org.tw/Health/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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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胞卡健檢特約醫療機構共計 61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