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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外觀 專案聯繫窗口

北部地區

1 大學眼科診所

2

3

4

5

6

7

8

9

10 敏盛綜合醫院

11

12 博仁綜合醫院

13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聯安診所

23

24

僑務委員會「i僑卡」特約醫療機構一覽表  　　　　
更新日期：112.03.30

項
次 地址/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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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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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6
cshpe7378@gmail.com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
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http://www.tcmg.com.tw

03-461-1322
Healthclub@tc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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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th.org.tw/

02-2219-9111
cthimsc@c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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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mh.org.tw/home.php?area=tp

02-2543-3535轉3370或3380
mmhimsc@m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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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management 03-361-3141轉3341、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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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北棟9樓
https://www1.cgmh.org.tw/healthyhel/ 03-319-6200 轉2886~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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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8264400轉3999
chhealth@chgh.org.tw
LINE ID: @chhealth

預約網址：https://chhealth.com.tw/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醫療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http://www.tahsda.org.tw

02-2771-8151轉2667、2668
153625@tahsda.org.tw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21樓
http://vip.e-ms.com.tw

03-315-1007轉651
A001348@e-m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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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6345500 轉16000
kncare@mail.knh.org.tw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http://www.pojengh.com.tw

 02-2570-9966
pojenhmc@gmail.com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13樓
http://www.wanfang.gov.tw

02-6628-3380 #2924~2930
I000@w.tmu.edu.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51/

劉莉淇技術師
02-2709-3600轉1061
A3199@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41/

傅子恆管理師
02-2552-3234轉3123.3127

T0331@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61/

董馨護理師
02-2388-9595轉8069
B7063@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71/

張淳涵管理師
02-2786-1288轉6973
A3507@tpech.gov.t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81/

林巧諭護理師
02-2835-3456轉8211
B4734@tpec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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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https://www.tph.mohw.gov.tw

02-2276-5566 #1270 #1215
LINE ID:@860terzk

預約：health54589@tph.mohw.gov.tw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
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https://shh.tmu.edu.tw

02-2248-1911轉816
09236@s.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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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lian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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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emh.org.tw/mainpage/index

02-7728-2240
02-8966-7000

healthcare@mail.fe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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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詩敏小姐
02-2897-0011轉3208
health@kfsyscc.org

預約網址https://hmc.kfsyscc.org/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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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02-2429-2525 #5623

31

32 昕新智慧診所

33

34 祈新婦產科診所

35

36

37 創健診所

38

39 聯新國際醫院

40

中部地區

1

2 欣向美牙醫診所

3

4

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長庚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30巷9號2,3,4樓
https://www1.cgmh.org.tw/branch/cgc

02-27136500轉2
傳真:02-25472587

health11900@cgmh.org.tw
Line服務帳號 @551theeb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https://www.hospital.fju.edu.tw

02-8512-8999
lukehmc@mail.fjuh.fju.edu.tw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
園分院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3段100號
http://www.tyvh.gov.tw

吳家億先生
03-3314311#209

wuru8u4@gmail.com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
竹分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81號
http://www.vhct.gov.tw

03-5962134#505
n0025900@vhct.gov.tw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
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4樓
https://www.tygh.mohw.gov.tw/?aid=52&pid=168

03-37699721 分機1040、1234
pinga223@mail.tygh.gov.tw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
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https://www.kln.mohw.gov.tw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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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onway.com

錢妲小姐
02-2332-9888 分機2052
money@westgarden.com.tw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8巷51號4樓
https://www.sshc-ai.com.tw

康小姐
02-7727-7377
0984-160-188

網路預約：https://www.sshc-ai.com.tw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https://www.tyh.com.tw/health 03-5527000 轉1178

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78號10樓
http://www.ivfandpgd.com

ivfandpgd@gmail.com
祈新小助手 LINE / wechat ID: hopeivf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66巷6號
https://www.cgh.org.tw

套檢專案
02-2708-2121 #8981/8982

基礎健康檢查專案
02-2708-2121 #831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麥金路222號
https://cghdpt.cgmh.org.tw/branch/kel/

02-2431-3131 轉2590
hcc@cgmh.org.tw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78號B1樓
https://www.htcenter.com.tw

02-5556-6789 #213-215
htj@htcenter.com.tw

LINE:h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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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蔡佩奇
02-2833-2211 轉2792

0984-161-995
A009997@ms.skh.org.tw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https://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03-2831266
3491@landseed.com.tw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
理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號
https://www.tpehealth.com

2898-8686 分機6361
melody.chiu@tpehealth.com

北部地區計40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https://www.cmuh.cmu.edu.tw/

04-2205-2121
分機：15621-15623

a28095@mail.cmuh.org.tw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62號
http://www.sbdc.com.tw/webc

04-7203666
service@sb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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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119119
show047119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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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81-2012
showim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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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3343
預約網址http://health.p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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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中榮民總醫院

7

8

9

10

11

12 049-2231150#2257

13

14

15

16 晨悅診所

17

南部地區

1

2

3

4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5 許朝欽婦產科診所

6

7

8

9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650號
https://www.vghtc.gov.tw/

04-2374-1288
pcu@vgh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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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ltung.com.tw

專線: 04-26583899 
手機:0933-788702 

thimsc.t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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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福康路8號3樓
(中港澄清醫院敬義樓3樓)
http://www.bthealthtc.com

0800-323-188
jimmy@health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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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29-4411轉5032
taic01173@taic.mohw.gov.tw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
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http://www.pulivh.gov.tw

049-2990833 #3402
049-2998132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
院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https://www.nant.mohw.gov.tw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
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https://www.mil.mohw.gov.tw 037-261920#1230、1231

國軍臺中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2段348號
https://803.mnd.gov.tw

預約專線：
0961525975、0961525976、0961525977

國軍臺中總醫院中
清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 500 號
http://803.mnd.gov.tw/816

預約窗口：體檢中心
預約專線：04-36029616

預約電郵信箱：zong-jing@803.org.tw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82號25樓
https://www.mornjoy.com.tw

臧一凡 專員
04-22552555 分機315

預約專線：0919-039-293
yifan.zang@mornjoy.com.tw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
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80號
https://www.chhw.mohw.gov.tw

04-8298686 轉3311/3322
hmc20080917@gmail.com

中部地區計1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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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m.org.tw

吳英芬小姐
05-275-6000轉3302、3303

Hec3302@st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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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mh.org.tw

08-810-4769
hcc@mail.ts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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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1-2811轉53546
m980523@mail.chimei.org.tw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http://www.kmtth.org.tw

07-2610000轉31
intl.center@kmuh.org.tw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247號
https://www.facebook.com/TUBEBABY/?locale=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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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35-3535轉4035、4036
health@mail.hosp.ncku.edu.tw

臺中榮民總醫院
嘉義分院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600號
https://www.vhcy.gov.tw/

05-235-9630轉1117
chiyu721@vgh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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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ych.org.tw/examine

05-276-5041 轉8646
02661@cych.org.tw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
南分院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https://www.vhyk.gov.tw/

06-3125101 #68023、61208
O038@mail.vhyk.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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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8-7700110

11

12

13

14

15

16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17

18 高雄榮民總醫院

19

20 義大大昌醫院

21

22

23

24

25

東部地區

1

2

3

4

屏東榮民總醫院龍
泉分院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1巷1號
https://www.vhlc.gov.tw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
橋分院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
https://www.vhwc.gov.tw/

05-2359630#1117
chiyu721@vghtc.gov.tw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
院

嘉義市朴子市永和里42-50號
https://www.puzih.mohw.gov.tw/

05-3790600#319、241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
院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https://www.tnhosp.mohw.gov.tw/

06-2200055 分機6601或6602
Tnhp6601@tnhosp.mohw.gov.tw

國泰功醫診所
(國泰臺南中心)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185號2樓
https://www.cathay-hcm.com.tw/tw/front

06-215-8500 轉251

國軍高雄總醫院
左營分院附設民眾

診療
服務處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https://806.mnd.gov.tw 07-581-7121 轉3132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https://www.kmhk.org.tw 07-8036783 #3120、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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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uanhosp.com.tw

07-334-3660
y7189@yuanhosp.com.tw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https://www.vghks.gov.tw

07-3419187
www.pcu@vghks.gov.tw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https://www.kmuh.org.tw/

洪碩謙先生
07-312-1101 轉6860
1110563@kmuh.org.tw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里大昌一路305號7樓
http://www.edahealthcare.com

07-5596123
eddhec@edah.org.tw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
院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學路60號
https://www.chis.mohw.gov.tw

07-6613811
轉5217、5218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
寶建醫院

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https://www.paochien.com.tw/twuse

08-7340581
pgh@mail.paochien.com.tw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
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https://802.mnd.gov.tw

于心聲護理師、林天琦護理師
07-7405162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
院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312號
https://www.chyi.mohw.gov.tw 05-2319090 轉2425 或 2426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
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https://www.pntn.mohw.gov.tw 

08-7363011 分機2019、2020
pntnself7363011@gmail.com

南部地區計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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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24-1221

angela688@m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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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

03-954-3131 轉5159
pmcpohai@mail.pohai.org.tw

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https://hlm.tzuchi.com.tw

預防醫學中心：
03-857-4738

yyh@tzuchi.com.tw

國際醫療服務中心：
03-856-1825轉15319
ihsc@tzuchi.com.tw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
澳分院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一段301號
http://www.savh.gov.tw/savh/index.php

03-9905106#6300、6301
4921@mail.sav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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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地址/網址

5

6 03-8880977

7

8

9

10

離島地區

1

2 082-332546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
山分院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386號
https://www.ysvh.gov.tw/ysvh/index.php

03-9380447
tinawang@mail.savh.gov.tw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
里分院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91號
http://www.vhyl.gov.tw/index.php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
東分院

臺東市更生路1000號
http://www.vhtt.gov.tw/index.php

089-222995#3331
bambooc@mail.vhyl.gov.tw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
林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2號
http://www.flvh.gov.tw/index.php

03-8764539#201
re038530@mail.vhyl.gov.tw

國軍花蓮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
https://805.mnd.gov.tw/

預約專線：03-8265645
預約窗口：

chw54@mail.h805.mnd.gov.tw
chw94@mail.h805.mnd.gov.tw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
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https://www.hwln.mohw.gov.tw

03-8358141 #2300
sonecash0109@gmail.com

東部地區計10家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
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0號
https://www.pngh.mohw.gov.tw 06-9261151 #50124或50119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
院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2號
https://www.kmhp.mohw.gov.tw

離島地區計2家

i僑卡健檢特約醫療機構共計94家

 ※ 各特約醫療機構i僑卡健檢專案內容陸續更新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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