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健康檢查A NT$13,200

健康檢查B NT$21,200

健康檢查C NT$36,500

男性健檢 NT$13,500

女性健檢 NT$14,500

A專案 NT$38,000

B專案 NT$26,000

C專案 NT$16,000

僑胞健康專案 NT$23,800

僑胞心血管健檢專案 NT$39,800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天主教

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耕莘醫院

5

3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

中山醫院

4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

天晟醫院

北部地區

1 三軍總醫院

2 大學眼科診所
雷射矯正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白內障手術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唐主任

02-2219-0207

cthimsc@c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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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747-488

laser@eyecenter.com.tw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54之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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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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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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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http://www.c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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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A專案防癌健檢專案 NT$12,000

B專案心血管健檢專案 NT$16,000

C專案腸胃健檢專案 NT$25,000

國際醫療健檢套組IMSC-2 NT$20,000

國際醫療健檢套組IMSC-3 NT$25,000

國際醫療健檢套組IMSC-4 NT$35,000

國際醫療健檢套組IMSC-5 NT$55,000

國際醫療健檢套組IMSC-6 NT$75,000

國際醫療健檢套組IMSC-7 NT$100,000

國際醫療健檢套組IMSC-8 NT$120,000

尊爵CEO健檢專案 NT$132,000

尊榮健檢專案 NT$39,500

全日精緻專案 NT$19,800

全日高階專案 NT$32,800

腦心專案 NT$38,000

腫瘤專案 NT$50,000

全方位專案 NT$68,000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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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02-2562-7200

預約02-2543-3535轉2860

mmhimsc@mmh.org.tw

鄭雅文小姐、徐亞真小姐

02-2332-9888轉2050、2051

0061@westgarden.com.tw

yajen@westgarden.com.tw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89號

http://www.eonway.com.tw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123號

http://www.sph.org.tw/health-management

03-361-3141轉3341、3356

nancy_9206@mail.sph.org.tw
9

8

6

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馬偕紀念醫院

西園醫院

(永越健康管理中心)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

醫療財團法人

聖保祿醫院

高級健檢中心

02-2231-6507轉9

sh589696@gmail.com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http://www.cthyh.org.tw

天主教

耕莘醫療財團法人

永和耕莘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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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A專案 NT$15,010

B專案 NT$18,155

C專案 NT$18,905

D專案 NT$22,800

E專案 NT$24,605

卓越全日防癌方案 NT$18,500

黃金腸胃方案 NT$26,600

尊爵心肺方案 NT$31,500

緊緻提拉專案 NT$155,600

童顏回齡專案(A方案) NT$115,000

童顏回齡專案(B方案) NT$79,000

美容醫學僑胞專案 NT$45,000

健診僑胞專案-舒活 NT$20,000

健診僑胞專案-一般心血管 NT$35,000

健診僑胞專案-高階心血管 NT$59,000

健診僑胞專案-正子舒活(男) NT$58,000

健診僑胞專案-正子舒活(女) NT$18,000

02-2431-3131轉2177、2590

yjchou@cgmh.org.tw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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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_kel.htm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http://taipei.tzuchi.com.tw

賴秋蓉護理長

02-6628-9779轉3851、3852

health@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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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3號

http://www.tpshow.org.tw/國際醫療.asp

周秀青小姐

02-2771-7172轉60086

tpshowcosmetic@gmail.com

11 東元綜合醫院

12 秀傳醫院

13

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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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拉提專案 NT$100,000

凍齡專案 NT$100,000

微整形專案 NT$80,000

腦血管健診 NT$18,000

愛心護肺健診 NT$20,000

癌篩健診 NT$50,000

16 維思登牙醫診所 牙齒美白專案 NT$13,888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一段206號

http://www.wisdent.com

03-287-0074專線

wisdentcare@gmail.com

青春樂活 NT$21,800

青春金領 NT$26,800

腸勝人生 NT$30,800

健康順心 NT$36,800

健康滿載 NT$47,800

心、癌、無痛胃腸鏡 NT$28,000

腦、心、癌、無痛胃腸鏡 NT$40,000

讚美專案 NT$19,800

豐富專案 NT$28,800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醫療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

石純蓓小姐

02-2771-8151轉2667、2668

157138@tahsda.org.tw

臺北市八德路二段424號

http://www.tahsda.org.tw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9號13樓

http://www.hvc.com.tw

楊筑媜小姐

02-2715-5565轉119

chuchen.yang@hvc.com.tw

林辰瑜小姐

02-2826-4400轉8033

chf107141@chgh.org.tw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http://www.chgh.org.tw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14、116號2樓

http://www.medicaltravel.org.tw/Hospital-

Content.aspx?l=1&id=97&position=0

&p=2&name=

02-2828-1525

service@la-visag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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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

振興醫院

19

17 哈佛診所

14 采新整型醫療機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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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半日經緻套組方案 NT$7,500

一日無痛腸胃套組方案 NT$20,000

心肺高階影像套組方案 NT$25,000

22 博仁綜合醫院 僑胞卡專案 NT$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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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精緻搭LDCT NT$25,650

一日婦女搭LDCT NT$27,990

MRI腦血管健檢 NT$22,680

CT心臟健康檢查 NT$16,740

正子斷層造影掃描 NT$32,000

高端健檢A專案 NT$26,000

高端健檢B專案 NT$38,850

高端健檢C專案 NT$56,800

美容醫學A專案 NT$99,000

美容醫學B專案 NT$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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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896-0188

0800-015-104

crm@tpehealth.com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號

http://www.tpe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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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麗敏、張乃支小姐

02-26345500轉16000、16001

kncare@mail.knh.org.tw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20巷26號

http://www.knh.org.tw

全身八大部位腫瘤篩檢及心

臟鈣化指數分析檢查專案
NT$36,000

24
臺北市

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23

20 敏盛綜合醫院

21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

康寧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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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健康滿百專案 NT$10,000

精密大腦血流分析專案 NT$20,000

僑胞卡專案A NT$23,800

僑胞卡專案B NT$10,000

僑胞卡專案C NT$12,000

僑胞卡專案A NT$23,800

僑胞卡專案B NT$10,000

僑胞卡專案C NT$12,000

僑胞卡專案A NT$23,800

僑胞卡專案B NT$10,000

僑胞卡專案C NT$12,000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http://www.tpech.gov.tw

吳佩真護理師

02-2388-9595轉2732

B1092@tpech.gov.tw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

http://www.wanfang.gov.tw

02-6628-3380

evahsu262103@gmail.com

劉莉淇護理師

02-2709-3600轉1061、1063

A3199@tpech.gov.tw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http://www.tpech.gov.tw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http://www.tpech.gov.tw

蔡涵君護理師

02-2552-3234轉3123.3127

B4018@tpech.gov.tw

2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2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

2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院區

25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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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僑胞卡專案A NT$23,800

僑胞卡專案B NT$10,000

僑胞卡專案C NT$12,000

僑胞卡專案A NT$23,800

僑胞卡專案B NT$10,000

僑胞卡專案C NT$12,000

標準防癌 NT$28,400

進階防癌 NT$39,800

尊榮防癌 NT$71,200

進階安心 NT$37,900

尊榮安心 NT$47,400

尊爵全方位 NT$94,900

僑胞卡專案A NT$5,000

僑胞卡專案B NT$6,000

僑胞卡專案C NT$9,700

僑胞卡專案D NT$14,500

僑胞卡專案E NT$22,000

僑胞卡專案F NT$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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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誼貞副主任

02-2276-5566轉1215

nurse356@tph.mohw.gov.tw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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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http://www.tpech.gov.tw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http://www.tpech.gov.tw

張淳涵護理師

02-2786-1288轉6984

A3507@tpech.gov.tw

謝瑞嬌護理師

02-2835-3456轉5198

B1761@tpech.gov.tw

32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2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忠孝院區

3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

31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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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腸胃保健一日專案 NT$22,500

顧腦保健一日專案 NT$22,500

護心保健一日專案 NT$27,000

精選一日專案 NT$49,500

正子一日專案 NT$49,500

僑胞卡專案A NT$19,800

僑胞卡專案B NT$31,500

僑胞卡專案C NT$43,2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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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29,450 (男)

NT$32,300 (女)

NT$53,200 (男)

NT$55,100 (女)

NT$63,650 (男)

NT$65,550 (女)

菁英頂級 NT$126,35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6號B2

http://www.lianan.com.tw

林昱孜小姐

02-2570-2155轉173

mkt@lianan.com.tw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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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aspx

02-7728-4665

02-7728-4667

healthcare@mail.femh.org.tw

王怡婷小姐

02-2248-1911轉818

08595@s.tmu.edu.tw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http://shh.tmu.edu.tw

菁英旗艦方案

菁英正子防癌方案

菁英MRI防癌方案

醫療財團法人

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附設

亞東紀念醫院

僑胞卡方案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36

3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34 聯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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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男性40歲以下方案 NT$19,380

男性40歲以上方案 NT$21,185

女性40歲以下方案 NT$22,800

女性40歲以上方案 NT$23,750

3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國泰綜合醫院總院
PET套檢專案 NT$32,900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http://www.cgh.org.tw

02-2708-2121轉8981、8982

isc@cgh.org.tw

A專案 NT$40,000

B專案 NT$25,000

C專案 NT$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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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fsyscc.org

鄧相笢小姐

02-2897-0011轉3205

hope@kfsyscc.org

02-2361-2800

ivfandpgd@gmail.com

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78號10樓

http://ivfandpgd.com
39 祈新婦產科診所

北部地區計39家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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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A專案 全面健檢 NT$100,000

NT$45,000 (男)

NT$47,000 (女)

NT$36,000 (男)

NT$38,000 (女)

NT$52,000 (男)

NT$54,000 (女)

A專案 NT$22,500

B專案 NT$26,100

C專案 NT$72,100

D專案 NT$135,000

E專案
NT$25,200(上午)

NT$22,400(下午)

F專案 NT$7,200

G專案
NT$36,000(上午)

NT$32,000(下午)

多切面電腦斷層心臟 NT$14,000

肺部電腦 NT$12,000

腹部電腦斷層 NT$12,000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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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_diagnosis.php?depid=17652

何驊芬經理

04-2233-1008

0975-682575

a28095@mail.cmuh.org.tw

羅曉麗小姐

04-2481-9900轉11429

jah1425@mail.jah.org.tw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http://www.jah.org.tw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3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醫院

中部地區

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B專案 高階健檢(一)

B專案 高階健檢(二)

B專案 高階健檢(三)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http://www.csh.org.tw

林月春

04-24739595轉56205

cshe689@cs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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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PET-CT 全方位防癌專案 NT$31,500

精緻護肺 CT 健檢專案 NT$21,250

精緻過敏原健檢專案 NT$1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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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洪湘瀠小姐

04-7203666

service@sbdc.com.tw

晶采飛揚 NT$15,000

黃金御守 NT$23,000

珍愛心腸 NT$33,000

腸久健康 NT$19,800

護腦心肺 NT$36,800

高階影像 NT$50,800

8 茂盛醫院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30-6號

http://www.ivftaiwan.com

國際事務部

04-22347057轉1321. 1322. 1324

ivftaiwan@gmail.com

悠活專案 NT$15,000

胃腸道專案 NT$20,000

癌症專案 NT$23,000

心血管專案 NT$25,000

10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

員榮醫院
僑胞卡專案 NT$15,000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01號

http://www.yuanrung.com.tw

04-832-6161轉2705

lavender11249@gmail.com

049-291-2151轉2101

cfmu@mail.pch.org.tw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http://www.pch.org.tw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埔里基督教醫院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http://www.ktgh.com.tw

黃子茹小姐

04-2665-1900

ihsc@ktgh.com.tw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http://www.scmh.org.tw

郭維宸先生

04-781-3888轉72055

showkuo093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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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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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維宸先生

04-781-3888轉72055

Showkuo0937@gmail.com

僑胞卡健檢方案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9

植牙專案價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6

7

4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

光田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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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11 員生醫院 僑胞卡專案 NT$15,000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59號

http://www.ysh.org.tw

04-832-6161轉2705

lavender11249@gmail.com

A專案 NT$21,000

B專案 NT$43,860

C專案 NT$48,860

腦部深度健檢專案 NT$48,000

健肝專案 NT$48,000

心肺血管循環專案 NT$48,000

守護女人專案 NT$48,000

全面向腫瘤檢測專案 NT$102,0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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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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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胞卡健檢方案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贈送健檢前一日台中港酒店精緻套房住宿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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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16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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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74-1288

pcu@vghtc.gov.tw

14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童綜合醫院

12 敦御牙醫診所

植牙治療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牙周病治療、牙齒美白、美容牙科治療(陶瓷

貼片等)、假牙治療、防磨牙之咬合板等自費

部分：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13 臺中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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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CEO頂級健檢 NT$69,880

心動全餐 NT$58,880

樂活健檢 NT$47,900

心安防癌 NT$40,000

菁英健檢 NT$35,880

悠活進階 NT$26,400

健康腸在 NT$20,000

A專案 NT$30,000

B專案 NT$16,000

C專案 NT$10,000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66號

http://www.bthealthtc.com

0800-323-188

jameschiang3@gmail.com

阮小姐

04-2229-4411轉3188

emily680608@gmail.com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http://www.taic.mohw.gov.tw
17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中部地區計17家

16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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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鼎級防癌健檢 NT$40,000

尊爵領航健檢 NT$55,200

人工關節置換術 NT$450,000

微創全人工膝關置換手術 NT$150,000

微創全人工髖寬置換手術 NT$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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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胞卡專案 NT$15,000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565號

http://www.stm.org.tw

吳小姐

05-275-6000轉3320

hec3302@stm.org.tw

菁英專案 NT$10,000

無痛鏡檢專案 NT$19,000

護腦專案 NT$33,000

護心專案 NT$35,000

尊爵高階防癌專案 NT$88,000

A方案 NT$18,000

B方案 NT$24,000

C方案 NT$24,000

D方案 NT$24,000

鄭凱儷專員

07-334-3660

y3736@yuanhosp.com.tw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http://www.yuanhosp.com.tw

3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

安泰醫院

4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阮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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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32-9966轉3060、3088

hcc@mail.tsmh.org.tw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http://www.ts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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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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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5/c61900

05-362-1000轉2299、2489

chiayihcc@cgmh.org.tw

一般鏡檢型專案 NT$15,300

無痛鏡檢型專案 NT$19,800

癌症篩檢型專案
NT$26,550 (男)

NT$29,250 (女)

基本心血管型專案 NT$28,350

進階心血管型專案 NT$50,850

正子型專案
NT$69,750 (男)

NT$72,450 (女)

菁英健檢專案
NT$91,350 (男)

NT$94,050 (女)

癌症篩檢專案-奇健2專案 NT$56,500

全身高階健康檢查專案-

AA專案

NT$79,000 (男)

NT$81,000 (女)

頂級心肺專案 NT$30,000

快速心肺專案 NT$15,000

不肺力專案 NT$7,900

A專案 NT$8,888

B專案 NT$8,500

劉如偵小姐

06-281-2811轉53546

m980523@mail.chimei.org.tw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http://www.chimei.org.tw

康雅婷小姐

07-291-1101轉8185

intl.center@kmtth.org.tw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http://www.kmt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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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31-7123轉6086

health.ks@cgmh.org.tw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http://www.cgmh.org.tw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僑胞卡健檢方案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8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9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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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8.1.28

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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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專案 NT$6,000

B專案 NT$6,000

A專案 NT$700

B專案 NT$1,200

C專案 NT$3,700

尊榮專案(男) NT$63,000

尊爵專案(男) NT$20,000

寵愛專案(女) NT$66,000

珍愛專案(女) NT$22,000

僑胞卡A專案 NT$16,000

僑胞卡B專案 NT$16,000

僑委會健檢專案A(基礎保健) NT$6,000

僑委會健檢專案B(肺部保健) NT$14,000

僑委會健檢專案C(全脊椎) NT$20,000

僑委會健檢專案D(心血管) NT$26,000

僑委會健檢專案E(腫瘤篩檢) NT$65,000

嘉義市世賢路二段600號

http://www.vhcy.gov.tw/vhcy

林美心小姐

05-235-9630轉2541、2542

vhcy2541@gmail.com

candyi1213@yahoo.com.tw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http://www.edahealthcare.com/Default.aspx

許小姐/余小姐

07-615-0011轉5761/5765

ed110315@edah.org.tw

ed111235@edah.org.tw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http://www.kmuh.org.tw

07-320-8268

07-320-8269

100740@kmuh.org.tw

870445@kmuh.org.tw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247號

http://www.tube.com.tw

陳媺鶯小姐

06-312-8887

tubebaby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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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琳小姐、關鈺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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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醫院

12 許朝欽婦產科診所

13

僑胞卡健檢方案請逕洽該特約醫療機構

11

財團法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中和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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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全方位健康檢查專案 NT$35,000

心肝肺健康檢查專案 NT$16,000

17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
一日僑胞專案價 NT$39,500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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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世育先生

05-276-5041轉6180

10664@cych.org.tw

江素玲組長

05-231-9090轉2425

jimy0803@hotmail.com.tw

嘉義市北港路312號

http://www.chyi.mohw.gov.tw/?aid=911

南部地區計17家

16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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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健檢方案

健檢價格/

僑胞卡方案

（新臺幣）

地址/網址 專案聯繫窗口

僑務委員會「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A專案 喜樂健檢 NT$23,400

B專案 安心健檢 NT$23,400

C專案(門診掛號費) NT$135

A專案 NT$17,000

B專案 NT$23,000

C專案 NT$28,500

A專案(全身正子照影檢查) NT$38,000

B專案(心腦檢察) NT$32,000

C專案(全身健康檢查) NT$2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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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24-1214

zxc510018@mch.org.tw

2

3

醫療財團法人

羅許基金會

羅東博愛醫院

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濟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http://health.pohai.org.tw/Health/index.php

03-954-313155轉5159

pmcpohai@mail.pohai.org.tw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http://hlm.tzuchi.com.tw

預防醫學中心：

吳美秀護理長

03-857-4738

ms_wu@tzuchi.com.tw

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連玉美助理專員

03-856-1825轉5326

ihsc@tzuchi.com.tw

東部地區計3家

僑胞卡健檢特約醫療機構共計76家

東部地區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

醫療財團法人

門諾醫院

1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4號

http://www.m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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