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構名單（最新資料2021.06.01）
院所名稱
預約專線
基隆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2)2431-3131 轉2045
(02)2429-2525分機2602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北都蘭診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李文珍小兒科診所
育睿診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康育診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02)2764-2151轉671148
(02)8792-3311轉門診服務台
(02)2784-0735
(02)2543-3535 轉3698
(02)2651-1871
(02)2656-0801
(02)2713-5211轉3620
(02)2826-4400 轉7568
(02)2312-3456 轉66986或66987
(02)2371-7107轉6257
02-2498-9898轉2012
(02)2708-2121 轉1901--1905
02-2771-8157轉2321、0975-592-692
(02)2790-9134
(02)2833-2211 轉2584
(02)2930-7930 轉1810
院本部：(02)2555-3000 轉2175
中興院區：(02)2552-3234 轉3615
仁愛院區：(02)2709-3600 轉3521、3561
和平婦幼院區：(02)2388-9595 轉2024
忠孝院區：(02)2786-1288 轉8156
松德院區：(02)2726-3141 轉1141
林森中醫昆明院區：(02)2370-3739 轉1464、 (02)2591-6681 轉1505
陽明院區：(02)2835-3456 轉5136
(02)2875-7818
(02)2737-2181轉8148
(02)2897-0011轉3958或3959 社會服務室

元復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平溪區衛生所
新北市石碇區衛生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坪林區衛生所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新北市雙溪區衛生所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02)2266-1886 轉611
(02)6637-3659
(02)2219-3391 轉66330
(02)2809-4661 轉3147
(02)2672-3456 轉8758
(02)6628-9779 轉8608
(02)2648-2121 轉3613
(02)2495-1015
(02)2663-1325分機24
(02)2982-9111 轉3373、3100
(02)2665-6272分機207
(02)26617-200分機27
(02)2662-1567分機307
(02)2497-2132分機27
(02)2493-1210分機22
(02)8512-8909或 (02)8512-8888 轉21675
(02)2276-5566 轉1126
(02)8200-1752
(02)2249-0088 轉2411
(02)7728-2855

天成醫院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怡仁綜合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活力診所
范姜皮膚科診所
桃園市觀音區衛生所
泰千診所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敏盛綜合醫院
晨新診所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聯恩診所
聯新國際醫院

(03)478-2350轉62839
(03)462-9292 轉22839
(03)361-3141 轉3315
(03)485-5566 轉2105
(03)328-1200轉5130
(03)271-3585
(03)356-6269轉7
(03)473-2031
(03)382-2748
(03)479-9595分機325735
(03)317-9599 轉2213 或 2251
(03)322-2232
(03)338-4889 轉1703或 0976-731679
(03)369-9721 分機1055
(03)439-5633分機221或0916-909317
(03)494-1234 轉8116

大安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03)555-7188#932
(03)602-9981
(03)611-9595 轉6206
(03)552-7000 轉1477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03)532-6151 轉3709
(03)527-8999 轉2230

大千綜合醫院
天恩診所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037)357-125轉 79014或79015
0937-006266
(037)676-811轉88322
(037)261-920 轉228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五權博士診所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主悅診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宏美德生診所
李昭德診所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佳禾診所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柏羽診所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清水區向陽耳鼻喉科診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黃純義內兒科診所
臺中榮民總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賢德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正德癌症醫療基金會佛教正德醫院

(04)2473-9595 轉38505
(04)2206-2121 轉1031
(04)2626-1285
(04)2481-9900 轉11161或11431
(04)2254-0711
(04)2662-5111 轉2646
(04)3606-0666 轉3700
(04)2371-8383
(04)2371-9977
(04)3706-1668 轉1349
(04)2463-0596
(04)2258-6688 轉1679
(04)2325-5018
(04)2393-4191 轉525410、525279(掛號室)
(04)2622-8595
(04)2658-1919 轉58284、58270
(04)2227-0855
(04)2359-2525 轉83119
(04)2463-2000 轉66386
(04)2463-2000 轉32648、32649
(04)2229-4411 轉2121
(04)2527-1180 轉1103
(04)2273-2551
(04)3702-6588 轉1580

光明診所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員郭醫院
頂安診所
黃建成診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04)892-4696
(04)722-0133或(04)725-6166
(04)781-0566
(04)831-2889
(04)772-2989轉9
(04)852-4074
(04)838-1456 轉2286
(04)777-9595轉7843
(04)723-8595 轉2601
(04)711-3456轉8056
(04)879-1077
(04)829-8686 轉1211、120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竹山秀傳醫院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陳宏麟診所
普仁診所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049)232-1188
(049)262-4266 轉36928或31140
(049)291-2151 轉1170
(049)290-0303
(049)293-0373轉201
(049)299-0833 轉1810
(049)223-1150 轉1216
(049)255-0800轉5101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廖寶全診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05)633-7333 轉8177、2279
(05)533-2121 轉6803
(05)532-3911 轉8183社工室
(05)632-2584
(05)587-1111轉5055社工室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05)264-8000轉5039
(05)362-1000 轉2179
(05)279-1072 轉7710、7347
(05)379-0600 轉355

大恩整體自然醫學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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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哲診所
王診所
長樁耳鼻喉科診所
孫小兒科診所
陽明醫院
福音聯合診所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05)223-4829
(05)275-6000 轉1858
(05)231-0550
(05)227-6563
(05)228-9981
(05)222-2829
(05)225-2000
(05)278-2036
(05)235-9630 轉2068
(05)231-9090轉2231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羅大德診所

(05)276-5041 轉7178
(05)278-8297

王肇陽皮膚科診所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宗詰診所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莊金城診所
維摩詰診所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06)289-1634
(06)260-9926 轉21189
(06)274-8316 轉3160
(06)570-2228 轉7227
(06)281-2811 轉53066
(06)622-6999 轉77480
(06)599-1829
(06)312-5101 轉8023
(06)235-3535 轉2755
(06)222-4381
(06)350-1999
(06)355-3111轉2595
(06)220-0055 轉2611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育明診所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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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7)223-8153分機2110、2104
(07)347-8461
專線：(07)535-4533、或 (07)335-3395轉2293、2294
(07)731-7123 轉6393
(07)311-0675
(07)291-1101 轉8938
(07)803-6783 轉3841或3493
0975-687365
0978-466107
(07)615-0011 轉1352、1331

民眾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安醫療社團法人 屏安醫院
屏東縣九如鄉衛生所
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
屏東縣來義鄉衛生所
屏東縣南州鄉衛生所
屏東縣恆春鎮衛生所
屏東縣獅子鄉衛生所
屏東縣萬丹鄉衛生所
屏東縣萬巒鄉衛生所
屏東縣瑪家鄉衛生所
屏東縣霧台鄉衛生所
屏東縣麟洛鄉衛生所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慶仁診所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鄭英傑婦產科診所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08)732-5455 轉331或133(社工室)
(08)832-9966 轉2023(社工室)
(08)762-2670
(08)739-2006；(08)739-0024
(08)883-1013；(08)883-1376
(08)785-0103；(08)785-1448
(08)864-2224
(08)889-2140
(08)877-1324；(08)877-0436
(08)777-2049
(08)781-0002
(08)799-1164
(08)790-2232
(08)722-1152、(08)723-6742
(08)736-8686 轉2415、2416(社工室)
(08)889-2293
(08)770-4115 轉掛號處
(08)832-3146轉1550
(08)734-1539
(08)736-3011 轉2115(社工室)
(08)736-3335
(08)766-5995 轉7337 或0988-521067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王維昌診所
吳震世診所
岳成診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開蘭安心診所
愛德仁診所
維揚診所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03)954-4106 轉6135
(03)956-2512
(03)987-1268
(03)987-6586轉11
(03)932-5192轉72571、72572
(03)931-1230
(03)937-2614
(03)951-0299
(03)922-2141 轉6301
(03)990-5106 轉6314
(03)954-3131 轉6670或1083

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康寧診所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窗口聯繫方式：陳社工師 (03)866-4678
社會服務室(03)856-1825 轉13251或13252
(03)853-0910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03)888-3141 轉618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心(03)888-3141轉602
社會服務課：(03)824-1202
陳社工師(03)865-1272#1125、楊心理師(03)888-6141#1149
社工課(03)835-8141轉315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都蘭診所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089)310-195
(089)814-880轉503
(089)531-950
(089)222-995轉5048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082)332-546

連江縣立醫院

(0836)23995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惠民醫院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06)921-1116轉59126
(06)927-2318 轉228
(06)926-1151 轉50725

連江縣
澎湖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