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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臺灣醫療服務具有高品質、高科技及相對合理價格等優勢，在亞洲居

於領先地位。旅居海外的僑胞，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醫療健康問題，為

因應全球僑胞的需求，本會積極結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推廣臺灣國際醫

療產業，創造雙贏互惠的契機。目前本會已與全臺一百多家醫療院所簽訂

i僑卡特約醫療機構，全臺北、中、南、東部及離島地區皆有合作院所，方

便僑胞返國就醫，由本會扮演槓桿支點，透過資訊、人脈及資源整合，串

聯國內各醫療院所、建立國際醫療整合服務平臺，滿足海內外僑胞朋友的

醫療需求。 

「全球僑胞國際醫療服務手冊」內容除提供海內外僑胞跨境諮詢服

務外，更進一步整合各醫療院所國際醫療資源，提供海內外僑胞各醫療院

所國際醫療中心聯繫窗口資料，並彙整各醫療院所特色及國際醫療服務案

例，以供海內外僑胞查詢。 

今後僑委會仍將秉持一貫的政策立場，持續提供海內外僑胞各項資訊

及協助，期藉由「全球僑胞國際醫療服務手冊」的編撰，提供海內外僑胞

完整的醫療資訊，共同支持與推廣臺灣醫療產業。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童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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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彰化基督教醫院創立於 1896年，是中臺灣唯一具有百年歷史之教學

醫院及醫學中心，群集各科專業及跨科團隊合作，並設置先進醫療設備，

成立多個極具國際醫療水準之特色醫療中心：攝護腺微創手術中心、生殖

醫學中心、器官移植中心、關節重建中心、全方位乳房腫瘤中心及微創及

內視鏡脊椎手術中心等。 

    本院於 2008年即通過國際醫療品質最高標準─JCI國際醫院評鑑

(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認證，為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同時

因應國際患者醫療需求，本院於 2010年設立「特等暨國際醫療病房」，提

供海內外人士更優質之照護環境，且設有主任及管理師專責協助病患預約

及聯繫、就醫諮詢、療程規劃、境內交通及住宿安排等服務，提供病患最

親切的醫療照護。彰基亦與福泰飯店企業結盟，委辦經營彰化福泰飯店，

提供國際病人家屬住宿與國際醫療旅遊多樣便利性。近年來更積極拓展海

外醫療合作，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醫療產業鏈結政策，提供旅外僑胞醫療

服務與衛教相關資訊。另本院也積極與國外醫院及學術機構建立良好關係

並簽屬合作協議，未來將持續積極推展國際醫療合作，宣揚彰基精神，建

立彰基品牌，將彰基優質文化和服務，與海內外專業團隊及民眾共享！ 

                              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 陳穆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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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彰化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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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穆寬院長與醫療暨行政團隊主管合影 

彰化基督教醫院位於臺灣中部地區，於西元 1896年由英國傳教士蘭

大衛及梅鑑霧牧師所創立，是臺灣極具特色的教會醫院。成立全國第一個

醫療品質部門，在國際上及全國性的醫療品質會議中展現品質改善成果，

表現亮眼。彰基接受多項國內外評鑑、認證，以強化並提供病人完善的疾

病照護品質。現為中臺灣唯一具有百年歷史之醫學中心，亦是通過國際醫

療品質最高標準─JCI國際醫院評鑑(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

認證的醫院。在堅持「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作為策略方針下，不斷

引進創新醫療科技，與世界醫療接軌，並積極參與國際醫療活動、提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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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醫療援助。 

 

宗旨 以耶穌基督救世博愛之精神，宣揚福音，服務世人 

任務 醫療、傳道、服務、教育、研究 

願景 ˙ 醫療願景：建立堅強、完整、安全的健康照護體系 

˙ 傳道願景：成為全人關懷的醫療宣教中心 

˙ 服務願景：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並關懷社區

與弱勢族群 

˙ 教育願景：成為醫療從業人員教育訓練的標竿醫院 

˙ 研究願景：成為先進醫療科技之醫學研究中心 

 

彰基精神 愛上帝、愛土地、愛人民、愛自己 

價 值 觀 無私奉獻、謙卑服務 

服務區域 

角色定位 

˙ 急重難醫療的守護 

˙ 高可近性醫療體系的服務 

˙ 社會承諾的實踐 

 

二、醫療能量及國際醫療服務案例 

(一) 醫院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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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政府政策，同時因應國際患者醫療需求逐年成長，本院於 2010

年成立國際醫療中心，由專人全程協助病患預約及聯繫、就醫諮詢、療程

規劃、境內交通及住宿安排等服務，提供病患最親切的服務及最優質的醫

療照護。近年來更積極拓展海外醫療，長期支援非洲、中南美洲等友邦國

家。 

本院群集各科專業及跨科團隊合作，成立多個極具國際醫療水準之特

色醫療中心、設置先進醫療設備，且於 2007、2008年啟用國際醫療服務

門診、住院專區，更於 2010 年重新規劃設立「特等暨國際醫療病房」，提

供海內外人士更優質之照護環境。本院也於 2008年 9月接受 JCI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國際醫院評鑑認證，正式宣告本院躋身國際

級之醫學中心、醫療品質與國際接軌。 

(二)  醫學技術亮點 

1. 全方位乳房腫瘤中心 

 
※達文西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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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於 1998年成立【乳癌醫療小組】， 2000年正式更名為【全

方位乳房腫瘤中心】，為臺灣最早成立整形式乳癌切除手術之醫院，含

乳房微創手術、內視鏡手術、達文西手術以及乳癌冷凍治療。由陳達

人教授帶領，結合八大科別，是全臺唯一擁有專業醫師團隊、專屬藥

師、專科護理師以及個案管理師，提供藥物、手術諮詢，共同照顧病

患。並定期與團隊相關人員開會檢討討論，以提供乳癌患者更完善的

照護。本中心更經癌症認證評鑑審查結果總評為Ａ，並以「Same-day 

Service 同日診療」拿下國家品質獎章的優等獎。每年新增加個案數

自 2009年起至今，為中部第一、全國前四名，並配合國健局乳房篩檢

計畫，蟬聯多年榮獲乳癌篩檢王、乳癌生命搶救王、整體癌症治療團

體乳癌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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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殖醫學中心 

 

    本院試管嬰兒以 50%的高懷孕率，凌駕在世界水準之上，此外團

隊更有獲得國家品質標章及 CAP認證的基因醫學部為後盾，協助不孕

夫婦生下優質寶貝。本中心還獲得美國 WELL綠建築金牌認證，從環境

到硬體設備完全無毒。目前由蔡鴻德教授(前臺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

前生殖醫學會理事長)帶領碩士級醫師團隊與博、碩士級之研究、技術

人員，一同鑽研生殖醫學之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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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罕見基因檢測 

    本院致力於細胞遺傳學及分子遺傳學的技術開發，並將其運用於

胚胎診斷、積極參與罕見疾病防治工作，並率先跟罕見疾病基金會合

作，協助診斷多項罕見疾病，同時與其他單位進行研究合作，以期嘉

惠更多民眾。 

4. 國際級基因醫學部 

    本院基因醫學部擁有國際級實驗室及研究團隊，發表亞洲第一款

基因檢測晶片，榮獲臺北國際醫療展「創新產品獎」。近年來陸續開發

出非侵入性產前檢測(NIPT)、多項胚胎快篩及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技

術，獲得三項發明專利，提供民眾全面性遺傳檢測。 

5. 關節重建中心 

    本院骨科部關節重建中心，是全臺灣第一家通過全人工膝關節置換

手術 CCPC認證的機構，堅持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目標，提供全方位的

優質服務，獨立空間提供病患及家屬手術前諮詢、手術後復原評估及居

家照護所需護理指導，透過跨科別、跨領域的團隊照護，以及專屬個管

師提供醫療諮詢及定期追蹤，提供病患身、心、靈合一的全方位整合照

護，藉此加強患者自我照護能力，患者平均滿意度更是達 95%。 

6. 微創及內視鏡脊椎手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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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在陳建民主任帶領下成立『微創及內視鏡脊椎手術中心』，

希望帶給病患更好的醫療服務品質，讓彰基在脊椎醫療上建立新的里

程碑。微創脊椎手術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達到傳統手術一樣的治療效果，

甚至優於傳統手術，並設法從人體自然孔道上，使用先進設備及選擇

適當路徑，減少組織破壞而達成所謂標靶手術 (Target surgery)，因

此住院天數較短、疼痛少、恢復較快、失血量少、感染率低，使得整

體功能性恢復較快。 

7. 器官移植中心 

    本院為延續 1928年「皮植我身，愛植我心」之「切膚之愛」的精

神，於 2000年即派遣醫療團隊前往法國器官移植先驅醫院接受器官移

植訓練，同年成立器官移植中心，並取得衛生署認證合格器官移植醫

院。對於肝臟手術之進行及各項研究成果，絕對不輸世界知名醫學中

心。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官方資料公佈本院肝臟移植之術後

三年存活率為全國前三名，並於 2010年成立新肝寶貝病友團體，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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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個案與家屬照護經驗交流分享，讓病患家屬之間互相鼓勵。彰基

心臟移植團隊則為患者裝設長效型心室輔助器爭取換心時間，並跨團

隊合作完成心臟移植手術，守護彰投雲嘉末期心臟衰竭病患。 

8. 攝護腺微創手術中心 

    泌尿科於西元 1979年 7月正式成立，於 2012年以最新一代達文

西機械手臂手術系統進行攝護腺根除手術，提供早期攝護腺癌患者，

造福臺灣民眾獲得最佳的治療，享有國際級的醫療設施服務。本科為

臺灣少數具備全方位醫療照護專家的團隊，除了擁有先進的設備外，

專業能力範圍涵蓋所有的泌尿系統及男性生殖系統等疾病，除了一般

泌尿道結石、攝護腺疾病、陰囊疾病、泌尿系統腫瘤、婦女泌尿學、

男性性功能障礙、男性不孕、腹股溝疝氣等，更包括小兒泌尿科專科

以及腎臟移植手術。從西元 2014年起，率先採用雷氏空間保留法為病

患執行攝護腺根除手術，並於西元 2018年起陸續發表手術成果 : 採

用雷氏空間保留法針對於 65歲以下、對第二期以內和有保留神經之攝

護腺癌治療者，其第一週拔掉導尿管後可禁尿的比例高達 78%，三個

月以上都是 100%，可謂成效卓著，大幅提高患者生活品質。 

9. 胸腔外科腫瘤中心 

    以內視鏡微創手術為主要發展，服務項目包含肺部良惡性腫瘤切

除、交感神經截除術、自發性氣胸手術、膿胸手術及肌無力症之胸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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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及縱膈腔腫瘤切除肺腫瘤與食道切除與重建手術、食道功能性疾

病與外傷病患及小兒胸腔疾病等等。本中心有手術前中後期的呼吸照

護團隊致力於減少併發症與降低住院天數以提升病患滿意度。 

10.頭頸癌特別門診中心 

 

    主要診治項目包含頭頸部及口腔腫瘤術後重建手術、顏面骨折、

鼻部創傷及整形。在目前，本院的頭頸部及口腔腫瘤手術重建團隊，

是全國唯一可以獨立完成腫瘤切除及各式皮瓣重建手術的耳鼻喉頭頸

團隊。本部已培養多位顏面整形醫師，對頭頸重建顏面整形已有相當

優秀之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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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口腔癌 5R全能治療 

 

    彰基口腔癌移植腫瘤技術領先全球，第四期存活率優於國際標準。

我們採取一站式治療方式，手術、皮瓣修補、3D列印技術輔助顎骨重

建、專屬耳鼻喉科語言治療師協助恢復構音及吞嚥功能、心理師及關

懷師提供適切心理支持，落實 5R全能治療：Remove (移除)、

Reconstruction (重建)、Rehabilitation (復健)、Refresh (心靈再

造)、Reborn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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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階健康檢查專案服務 

     

    彰基健康管理中心以醫學中心最高標準規劃健檢專用影像區、無

痛鏡檢專屬區，引進德國西門子醫療高階醫療設備系統-「1152切高

階電腦斷層」與「3T核磁共振造影儀器」，提供患者先進的影像診斷

及治療規劃。健檢中心擁有獨立檢查空間、舒適的受檢環境，結合專

業醫療團隊提供優質的服務，並於 2017年《天下雜誌》「金牌服務業

調查」健檢類別中排名第一。 

13.直腸外科 

    本科之醫師皆是專做大腸直腸及肛門之手術，並不兼做一般外科

之手術。對於大腸直腸外科之各種疑難雜症及各類手術，皆是學有專

精，術有專攻。各類手術之進行及各項研究成果，絕對不輸世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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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中心，甚至有許多項超越他們。多年來國內許多醫院陸續派遣醫

師來本科觀摩，本科也因此為國內培植了不少的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

師人才。 

14.心臟血管內科 

    提供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心臟電氣生理及心臟核子醫學，64MDCT

等檢查。有心導管室三間，可提供診斷及介入性的治療。並設有心臟

內科病房。 

15.結構式鼻整形重建 

    彰基顏面整形中心是國內唯一使用內開無疤痕全自體軟骨移植，

施行結構式鼻整形重建手術之重鎮，避免人工鼻骨移位、排斥、感染

等併發症，兼顧美觀與功能。本中心也致力於教學及國際醫療交流，

各大教學醫院皆派遣主治醫師前來進修。 

16.急診醫學部 

    彰基是率先通過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之「重度級」醫院，全天

候救治各種急重難症病患，是雲彰投搶救生命的最後一道防線，我們

也與彰化縣消防局合作支援 119救護協勤，並協助建立救護車心電圖

判讀系統、心肌梗塞線上即時指導給藥，掌握黃金救援時間。本院亦

為衛生署認可的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所訓練的住院醫師通

過急診專科醫師考試的比率高達100%，也致力於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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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急診設有急診研究室，由急診暨重症醫學部部長親自領軍，手把手

教導，進行相關醫學研究，屢獲國內外多項獎項肯定，除增進人員臨

床急症醫療照護能力外，也提升全國急症醫療照護品質，進而享譽世

界。  

17.高科技複合式手術室及高端影像檢查儀器 

 

    本院複合式手術室設置了多軸式機械臂及滑軌式電腦斷層掃描儀，

提供術前檢查、術中同步定位、術後確認一站式服務，可免除病人術

中移動的感染與麻醉風險，同時增加精準定位，提升手術品質並縮減

手術時間。本院的大衛精準影像健檢中心引進德國西門子醫療高階醫

療設備系統「1152切高階低劑量電腦斷層」與「3T核磁共振造影 MRI

儀器」，影像細緻且範圍擴大，不錯過任何微小病灶，提供先進的影像

診斷及治療規劃。 

18.癌症篩檢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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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積極推行政府的防癌政策，從篩檢、個案管理到登記申報，

提供全人全程完整服務與追蹤，並舉辦健康促進活動，全方位推廣健

康概念。 

19.遠距健康諮詢 

    彰基「遠距」創新服務模式，服務對象並不僅限於臺灣，更提供

國際病人透過電話或視訊方式獲得醫師專業健康諮詢，讓患者在熟悉

的社區或居家環境中，獲得專家第二方意見及健康照護，不因地域限

制就醫。預約遠距健康諮詢之患者，只要聯繫本院海外醫療中心，提

供相關資料，將由專人及時回覆病人諮詢問題或安排與醫師遠距視

訊。 

20.5G智慧醫療大樓 AI精準醫療 

    本院推動全臺首創「AI主治醫師」與「AI住院醫師」制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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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開創 5G智慧醫療大樓，在 5G專網通訊技術支持下，搭配人工

智慧技術、大數據應用分析，實現「個人化精準醫療」，依據患者疾病

特性精準偵測風險，協助醫護掌握病況，即時提醒、警示，減少人為

疏失。 

 

(三) 國際醫療服務案例 

案例 1：巴紐前外交部長 Mr.Yaki Roya 的太太前來彰基治療大腸癌 

    巴布亞紐幾內亞(簡稱巴紐)是南太平洋島國之ㄧ，臺灣與巴紐雖無正

式邦交，但因對臺灣甚友好，故臺灣在巴紐設有代表處，Mr.Yaki Roya

為巴紐前外交部長，對臺灣極友好，任內數次在國會中主張與臺灣建立正

式外交關係，卸任後仍與臺灣駐巴紐代表處保持良好關係。得知自己的太

太 Ms.Janet罹患大腸癌，但以巴紐的醫療技術，即使是國家級醫院也無

法開刀。 

   一般而言，巴紐急重症主要轉診至澳洲治療，Mr.Yaki詢問澳洲醫院

後得知須花費近 400萬臺幣之醫療費用，且僅住院一星期就需出院返國。

Yaki雖然曾經貴為外交部長，但卸任後仍無足夠積蓄讓太太至澳洲治病。

他們一度要放棄治療，在一次偶然機會裡，他遇見曾到彰基體檢的國會議

員，國會議員瞭解 Janet情況後告訴他，彰基是基督教醫院，有神愛世人

的心，何不請代表處問問彰基能否幫忙？ Yaki夫婦因此順利抵達本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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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手術。 

   本院直腸外科醫師診斷後發現 Ms.Janet罹患大腸癌第二期，因腫瘤

位置太低需接受腸造口手術，這也是巴紐第一位做腸造口的個案；Janet

自從知道要做腸造口手術後，情緒非常低落，但經過本院護理人員不斷給

予心理建設，並詳細解釋未來日常生活不會受造口影響後，再加上院方安

排許多曾經接受過腸造口手術的志工媽媽們每星期三都去探視 Janet，用

比手畫腳的方式彼此交流。 

  Janet表示，看到這一群同為腸造口手術的志工媽媽們，竟然這麼活

潑樂觀，這麼的關懷她，讓她深受感動，志工媽媽從此成為她的心靈支柱，

歷經 3個月完善的醫療照護後，Janet終於返回巴布亞紐幾內亞。 

 他們返國後每天都有不同的親友到家裡來，聽他們訴說這神蹟般的感人

故事，Mr.Yaki返國後寫信來跟院長致謝，從他的來信中可以感受到 Yaki

夫婦對院長所領導的彰基醫療團隊得深切感激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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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乳癌病患 Miriam來彰基治療 

    2016年 2月，巴紐病患 Mchail Miriam 經由 Mrs. Yaki(巴紐前外長

夫人，曾於彰基接受直腸癌手術)取得海外醫療中心的連絡資訊，尋求乳

癌手術及治療等醫療服務。 

    抵臺的隔天 Miriam即安排至乳癌中心接受各項檢查。右乳房切除的

手術進行得十分順利，因復原狀況良好，手術數日後便辦理出院。Miriam

表示：在術後復原的期間，海外醫療中心的同仁每日關心確認我的復原狀

況。他們所做的一切，包含送上熱熱的營養的雞湯、帶領複診等，都給予

我們非常大的感動。 

    在彰基的這段期間，除了醫療方面的協助外，海外醫療中心也提供了

Miriam和她的先生 Joe「彰基週邊美食探險之旅」中英對照手冊，以及院

內聯絡手機，方便他們需要時可聯繫承辦人員。手術前的周末，海外醫療

中心也安排了日月潭與九族文化村之旅，讓他們利用在臺時間留下難忘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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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日本病患來彰基接受婦科手術 

    郁子小姐為駐丹麥日本人，是位小提琴演奏家，去年因婦科疾病頻頻

出現的症狀讓她十分不適，也影響到日常生活。經親友推薦得知彰化基督

教醫院，於是請託親友聯繫本院海外醫療中心，諮詢疫情期間外籍人士是

否能來臺就醫及就醫申請方式。 

    2020年底，郁子小姐順利的被批准入境臺灣，她帶著雀躍的心情，

同時遵照著海外醫療中心提醒的每一件事，包括同意函的遞交、回報防疫

計程車資訊等，並嚴格落實 14天居家檢疫及 7天自主健康管理；在進入

醫院第一次就診前取得了陰性核酸檢驗報告，此後，彰基婦產部周醫師開

始郁子小姐的療程計畫。 

    郁子小姐說，除了醫護團隊精湛的技術，把不簡單的手術處理得漂亮

外，海外醫療中心主任和管理師也讓她特別感動，就醫前聯繫、仔細說明、

陪同檢查與手術，同時對於術後的關懷也不遺餘力，住院的每一天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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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慰問，遇到問題都能在第一時間解決；不會說中文的她在語言溝通上

幾乎零障礙，而且省掉好多摸索時間，最重要的是，還提供她「防護包」，

裡面包含了面罩、口罩、防護衣及手腳套，讓她痊癒搭機返新加坡時有了

完整的保護，貼心的就像她自己的家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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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商&華人彰基門診綠色通道 LINE 諮詢窗口 

LINE ID: cc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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