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病人安全週活動響應機構 

105年病人安全週共有 466家機構參與響應，響應機構名單如下： 

機構代碼 醫院名稱 特約類別 縣市別 

0111070010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區域醫院 基隆市 

111106001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區域醫院 基隆市 

0211070012 基隆市立醫院 地區醫院 基隆市 

0511040010 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診療服務處 地區醫院 基隆市 

1411030013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

醫院 

地區醫院 基隆市 

1511010068 新昆明醫院 地區醫院 基隆市 

1511011092 維德醫院 地區醫院 基隆市 

1511060022 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 地區醫院 基隆市 

1511060040 暘基醫院 地區醫院 基隆市 

113101001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

念醫院 

醫學中心 新北市 

0131020016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區域醫院 新北市 

0131060029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區域醫院 新北市 

0131230012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區域醫院 新北市 

113105051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區域醫院 新北市 

1131090019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區域醫院 新北市 

1131110516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新北市 

1231050017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區域醫院 新北市 

12310500171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院區 區域醫院 新北市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

建經營〉 

區域醫院 新北市 



7431050713 遠東護理之家 居家護理 新北市 

0131060010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043127001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0931010016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0931010025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板英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0931050010 怡濟慈園醫院醫療社團法人宏濟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0931060016 新仁醫療社團法人新仁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231030015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431060017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新莊仁

濟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10108 蕭中正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10279 板橋中興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11310 板橋國泰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20122 宏仁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21165 三重中興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31278 永和復康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40259 中祥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41363 蕙生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41390 怡和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41407 祥顥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50077 同仁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50086 宏慈療養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51127 新北仁康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60046 大順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60073 新莊英仁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60180 新泰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61230 益民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071030 仁愛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00027 公祥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01104 北新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01113 泓安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20038 瑞芳礦工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30052 廣川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30105 仁安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31139 元復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131148 恩樺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1531210019 台安醫院 地區醫院 新北市 

040118001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040118002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童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0501110514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醫學中心 台北市 

0601160016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110101001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110102001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1101100011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

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1101100020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

業基金會馬偕兒童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110115001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1131100010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

院 

醫學中心 台北市 

1301200010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

大學辦理 

醫學中心 台北市 

0501010019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區域醫院 台北市 

0501160014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010905170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010905170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010905170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010905170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010905170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010905170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010905170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10101002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101160017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101160026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

院 

區域醫院 台北市 

130117001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區域醫院 台北市 

040119001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0701160518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

營 

地區醫院 台北市 

0901020013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0901180023 郵政總局郵政醫院（委託中英醫療社團法人

經營）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101020027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101020036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101110026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30111051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401190011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

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401190039 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501010010 博仁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501010029 培靈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501021193 秀傳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501101141 泰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501160042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501190031 西園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501201020 景美醫院 地區醫院 台北市 

1801180013 天心中醫醫院 診所 台北市 

113207001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中心 桃園市 

0132010014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區域醫院 桃園市 

0132010023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區域醫院 桃園市 

0532090029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區域醫院 桃園市 

063201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區域醫院 桃園市 

0932020025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區域醫院 桃園市 

1132010024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

院 

區域醫院 桃園市 

1532011154 敏盛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桃園市 

1532100049 壢新醫院 區域醫院 桃園市 



0132110519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0932020016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13207103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10013 振生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10120 桃新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11136 福太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11163 德仁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20180 新國民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20215 祐民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21310 仁祥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21338 中壢長榮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21365 華揚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21374 長慎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21383 懷寧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40039 天成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40066 怡仁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60031 居善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70019 大明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091081 龍潭敏盛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100012 新永和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101108 宋俊宏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2101117 秉坤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桃園市 



1533050039 東元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新竹縣 

043303001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0633030010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0933010014 培靈醫療社團法人關西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1133060019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1533030028 林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1533030046 竹信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1533051063 大安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1533051072 新仁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縣 

041204001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區域醫院 新竹市 

1112010519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區域醫院 新竹市 

0512040014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地區醫院 新竹市 

0912040012 平和醫療社團法人和平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市 

111201052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市 

1412040022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新竹

新生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市 

1512011185 南門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市 

1512040051 新中興醫院 地區醫院 新竹市 

0135010016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區域醫院 苗栗縣 

1135050020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區域醫院 苗栗縣 

0935010012 梓榮醫療社團法人弘大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0935020027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435010013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苗栗

新生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10024 協和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10051 大千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10122 大川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11183 大千綜合醫院南勢分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31041 通霄光田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40068 慈祐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40086 大眾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51178 重光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51196 崇仁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1535081078 大順醫院 地區醫院 苗栗縣 

06170600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醫學中心 台中市 

1303260014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醫學中心 台中市 

131704001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中心 台中市 

131705001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中心 台中市 

011703001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0136010010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0536190011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區域醫院 台中市 

0917070029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0936030018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09360500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0936060016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113609051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1136200015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1517011112 澄清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1517061032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區域醫院 台中市 

0517050010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

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0717070516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0903260015 順天醫療社團法人順天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0917050027 維新醫療社團法人台中維新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117010019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31702051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317040039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3360100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417030017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

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436020013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03010018 惠盛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03030010 順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03030047 美德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03190011 長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03250012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03290016 澄清復健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11103 第一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20040 台新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21074 臺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30055 林森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40015 宏恩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51107 勝美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51125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70031 友仁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80019 聯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80091 全民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17081141 博愛外科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010046 豐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011267 漢忠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011276 新惠生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040535 陽光精神科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040553 清濱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060037 明德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061114 忠港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00081 清泉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20010 清海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51042 烏日澄清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80061 霧峰澄清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81139 本堂澄清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81148 泰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90067 太平澄清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190076 賢德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200022 達明眼科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536201065 新菩提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303180011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地區醫院 台中市 

1836010097 大同中醫醫院 診所 台中市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醫學中心 彰化縣 

1137010042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兒童醫

院 

醫學中心 彰化縣 

0137170515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區域醫院 彰化縣 

0937010019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區域醫院 彰化縣 

1137020511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區域醫院 彰化縣 

0937030012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0937050014 伍倫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0937050024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13702052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13702054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東基督教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13705001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13708001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10040 信生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10111 漢銘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10175 冠華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10219 成美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10237 順安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11243 明德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20019 溫建益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40057 南星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40066 卓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50071 員林何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51229 員林郭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51247 員生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51265 敦仁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51274 皓生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61065 道安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70028 仁和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80042 洪宗鄰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81085 宋志懿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100012 伸港忠孝醫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150512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地區醫院 彰化縣 

1537071070 建元醫院 診所 彰化縣 

0138030010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區域醫院 南投縣 

113802001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區域醫院 南投縣 

0138010027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0638020014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0938030016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13380300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1538030037 曾漢棋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1538041101 竹山秀傳醫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1538041165 東華醫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1538061023 新泰宜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南投縣 

04390105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區域醫院 雲林縣 

1139030015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區域醫院 雲林縣 

1139040011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區域醫院 雲林縣 

1339060017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區域醫院 雲林縣 

043901052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0939010018 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1391300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239020011 天主教福安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539010048 洪揚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539010057 安生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539040019 育仁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539050015 蔡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539060011 全生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539061063 諸元內科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539061072 北港仁一醫院 地區醫院 雲林縣 

11400105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區域醫院 嘉義縣 

11400300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區域醫院 嘉義縣 

0140010028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縣 



0640140012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地區醫院 嘉義縣 

0622020017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區域醫院 嘉義市 

112201001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區域醫院 嘉義市 

11220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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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醫院 嘉義市 

0122020517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0922020013 仁德醫療社團法人陳仁德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0922020022 慶昇醫療社團法人慶昇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1522011115 陽明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1522021175 盧亞人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1522021237 世華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1522021264 安心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1522021273 祥太醫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042104001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學中心 台南市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醫學中心 台南市 

0121050011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區域醫院 台南市 

0141270028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區域醫院 台南市 

0221010019 台南市立醫院 區域醫院 台南市 

110504001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

樓醫院 

區域醫院 台南市 

112101001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

樓醫院 

區域醫院 台南市 

11410905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區域醫院 台南市 

1305370013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

經營 

區域醫院 台南市 

1521031104 郭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台南市 



0141010013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141060513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141270019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64131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905320014 仁愛醫療社團法人仁愛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941010019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941310014 永達醫療社團法人永達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941310023 晉生醫療社團法人晉生慢性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1050500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441060010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附設精神

療養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05230018 層林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05290023 吉安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05310011 璟馨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05340019 大安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05350015 陳澤彥婦產科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21030081 洪外科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21040050 志誠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21041137 開元寺慈愛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21050010 永川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21051160 永和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21051179 仁村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41011126 營新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41011162 信一骨科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41031048 佑昇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1541070045 宏科醫院 地區醫院 台南市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學中心 高雄市 

114210001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中心 高雄市 

1302050014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醫學中心 高雄市 

0102020011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10207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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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102080026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502030015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502080015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902080013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 

1102110011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醫學大學經營） 

區域醫院 高雄市 

1142120001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 

1442060014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

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102080017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142030019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542020011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907030013 廣聖醫療社團法人廣聖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907120012 燕巢靜和醫療社團法人燕巢靜和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907320012 愛仁醫療社團法人愛仁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907350010 乃榮醫療社團法人乃榮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942020019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經營）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107120017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107350015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142010518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經營）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202080029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307370011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醫學大學經營)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20065 正大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31095 馨蕙馨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31102 柏仁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40021 健仁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40076 顏威裕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41108 長春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50045 德謙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50152 南山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50170 祐生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50296 文雄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51337 謝外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51426 四季台安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60041 靜和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60112 原祿骨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60149 惠仁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70029 重仁骨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70118 健新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81175 邱外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90138 二聖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90209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91297 佳欣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110064 安泰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111089 戴銘浚婦兒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111098 臨海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010014 新高鳳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290012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00013 博正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00022 博愛蕙馨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20015 新高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30011 七賢脊椎外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40017 中正骨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40026 上琳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40035 活力得中山脊椎外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60019 瑞祥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7360028 新正薪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10052 大東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10141 優生婦產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11237 惠德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11246 仁惠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11282 杏和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20058 劉嘉修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20067 劉光雄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20129 樂安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21171 惠川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30018 重安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30063 博愛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30116 溪洲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40050 三聖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50056 建佑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51151 霖園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61077 樂生婦幼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061148 瑞生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110020 泰和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150033 溫有諒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42150042 高新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1502061208 新華醫院 地區醫院 高雄市 

0802070015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診所 高雄市 

1842011082 馬光中醫醫院 診所 高雄市 

0143010011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區域醫院 屏東縣 



0943010017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區域醫院 屏東縣 

0943030019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區域醫院 屏東縣 

1143010012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區域醫院 屏東縣 

1343030018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區域醫院 屏東縣 

1543010109 國仁醫院 區域醫院 屏東縣 

0143040019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543010019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64313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943010026 安和醫療社團法人安和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943010035 優生醫療社團法人優生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943020013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943040015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943150016 皇安醫療社團法人小康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0943160012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143040010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143130019 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543010056 復興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543010190 民眾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543020105 茂隆骨科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543060010 屏安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543110024 聖恩內科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543110033 大新醫院 地區醫院 屏東縣 



1146010014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區域醫院 台東縣 

0146010013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地區醫院 台東縣 

0146020537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成功分院 地區醫院 台東縣 

0646010013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地區醫院 台東縣 

1146010032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地區醫院 台東縣 

1146010041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地區醫院 台東縣 

114603051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地區醫院 台東縣 

11450100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醫學中心 花蓮縣 

0545040515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區域醫院 花蓮縣 

1145010038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區域醫院 花蓮縣 

0145010019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地區醫院 花蓮縣 

0145030020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地區醫院 花蓮縣 

0145080011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豐濱原住民分院 地區醫院 花蓮縣 

0645020015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地區醫院 花蓮縣 

0645030011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地區醫院 花蓮縣 

11450300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地區醫院 花蓮縣 

1145060029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

豐分院 

地區醫院 花蓮縣 

0434010518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區域醫院 宜蘭縣 

1134020019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區域醫院 宜蘭縣 

1234020011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區域醫院 宜蘭縣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地區醫院 宜蘭縣 

0634070018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地區醫院 宜蘭縣 



0934060027 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 地區醫院 宜蘭縣 

1134010022 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 地區醫院 宜蘭縣 

1134070019 宜蘭普門醫療財團法人普門醫院 地區醫院 宜蘭縣 

1534050024 杏和醫院 地區醫院 宜蘭縣 

0144010015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地區醫院 澎湖縣 

0544010031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地區醫院 澎湖縣 

1244010018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 地區醫院 澎湖縣 

0190030516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地區醫院 金門縣 

0291010010 連江縣立醫院 地區醫院 連江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