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分區別 地區名稱 特約類別 醫事機構名稱 地址 場域

1 臺北業務組 宜蘭縣羅東鎮 區域醫院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
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１６０號 ㇐般門診:家醫科

2 臺北業務組 基隆市中正區 基層院所 林承興診所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３１９號 視訊診療, ㇐般門診(全部科別可使用)
3 臺北業務組 基隆市中正區 基層院所 安瀾診所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１９７號(１Ｆ) ㇐般門診(不分科)

4 臺北業務組 基隆市安樂區 區域醫院
⾧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庚紀念
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２２２號、基隆
市麥金路２０１號

視訊診療, ㇐般門診(全部科別皆可使
用), 居家醫療, 遠距醫療

5 臺北業務組 連江縣北竿鄉 基層院所 連江縣北竿鄉衛生所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２８１－６號 ㇐般門診(全部科別可使用)
6 臺北業務組 連江縣東引鄉 基層院所 連江縣東引鄉衛生所 連江縣東引鄉中柳村１２３號 ㇐般門診(全部科別可使用)
7 臺北業務組 連江縣南竿鄉 地區醫院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２１７號 皮膚科遠距門診、㇐般門診
8 臺北業務組 連江縣莒光鄉 基層院所 連江縣莒光鄉西莒衛生所 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１４－１號 ㇐般門診(全部科別可使用)
9 臺北業務組 連江縣莒光鄉 基層院所 連江縣莒光鄉東莒衛生所 連江縣莒光鄉大坪村３０－１號 ㇐般門診(全部科別可使用)

10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三重區 基層院所 聖仁皮膚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１２６號１
樓、３樓及１２８號１樓、３樓

㇐般門診，科別：皮膚科

11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土城區 地區醫院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庚醫
療財團法人興建經營）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２段６號 ㇐般門診(全科別可使用)

12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土城區 基層院所 廣全家庭醫學科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１段１７０號１ ㇐般門診，科別：家醫科
13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土城區 基層院所 梁診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４段７５號１樓 居家醫療、㇐般門診，科別：家醫科

14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中和區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
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２９１號 居家醫療

15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中和區 地區醫院 怡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４９號１至４樓
㇐般門診，科別:內科, 外科, 家醫科, 復
健科

16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中和區 基層院所 南勢角復健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２０７號２樓 ㇐般門診，科別：家醫科、復健科
17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中和區 基層院所 尚安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１５４號１樓 ㇐般門診，科別：㇐般科、兒科
18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中和區 基層院所 凱程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１５０之８號１ ㇐般門診，科別：全科別可使用

19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永和區 地區醫院 永和復康醫院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５７５、５７
７、５７９號１至４樓

㇐般門診，科別:內科, 外科, 復健科

20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永和區 基層院所 唐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４３６，４３８
號１，２樓

㇐般門診，科別：家庭醫學科、小兒
科、不分科

21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永和區 基層院所 黃濂輝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２段１０５號
視訊診療、㇐般門診，科別：全部科別
可使用、居家醫療

22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永和區 基層院所 林俊銘皮膚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３２６號１．２ ㇐般門診，科別：皮膚科

23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板橋區 地區醫院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１９６號１
－４樓

㇐般門診，科別:內科, 外科, 家醫科, 復
健科

24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板橋區 地區醫院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板英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２６７、２
６９、２７１號１－４樓

㇐般門診(內科, 家醫科, 復健科)

25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板橋區 基層院所 陳敏玲內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溪崑二街９７號 ㇐般門診(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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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淡水區 基層院所 永光眼科診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４７－１號
１、２、３樓

㇐般門診，科別：眼科

27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新店區 區域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
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２８９號
視訊診療、㇐般門診(全部科別皆可使
用)、居家醫療

28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樹林區 基層院所 慈愛中醫診所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５２號１樓 ㇐般門診，科別：中醫科

29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蘆洲區 基層院所 丁良文內科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安街３０號１樓
居家醫療、視訊診療、㇐般門診，科
別：內科, 兒科, 家醫科, 耳鼻喉科, 皮膚
科

30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鶯歌區 基層院所 康健家庭醫學科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２３１號 ㇐般門診(內科、家醫科)

31 臺北業務組 新北市鶯歌區 基層院所 孫中醫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１５２號１樓、
１５４號１樓

㇐般門診，科別：中醫科

32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大安區 地區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
醫中心分院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３段１５５巷５
７號

㇐般門診(所有科別皆可使用)

33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大安區 基層院所 于賓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３段３０５號
７樓之４、５、６

居家醫療、視訊診療、㇐般門診，科
別：兒科、皮膚科、家醫科、交付調劑

34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中山區 居家照護
台灣基督⾧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
法人附設馬偕居家護理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９６巷９
號１－３樓

居家醫療

35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中正區 醫學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７、８號；常
德街１號

㇐般門診，科別:內科部、家庭醫學部

36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中正區 基層院所 同泰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２段１３６，１
３８號

㇐般門診，科別：內科, 外科, 婦產科,
家醫科

37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內湖區 醫學中心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２段３２５號 交付調劑

38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內湖區 基層院所 育睿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２１７巷３
５號

㇐般門診，科別：家醫科

39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北投區 基層院所 李伯匯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１段９３號 ㇐般門診(不分科)

40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北投區 基層院所 台北欣安耳鼻喉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１段１５２號
居家醫療、㇐般門診，科別：耳鼻喉科
，小兒科、交付調劑

41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北投區 基層院所 善揚中醫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１段１５７號 居家醫療、㇐般門診，科別：中醫科
42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北投區 居家照護 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２０１號 居家醫療

43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松山區 區域醫院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１３１號
供烏坵醫務所使用，三總松山分院未開
放使用

44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信義區 基層院所
財團法人生命連線基金會附設醫
務室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５５２號
１５樓

視訊診療

45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信義區 基層院所 聖心中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3段391巷28號
1樓

㇐般門診:中醫

46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信義區 基層院所 陳士源中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４９２號 ㇐般門診:中醫
47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信義區 基層院所 慈昱中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３２巷２０號 ㇐般門診:中醫
48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信義區 基層院所 沄禾中醫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林口街１９２號１樓 ㇐般門診(中醫㇐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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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萬華區 居家照護 愛吾愛居家護理所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１７１－１號２
樓２０８室

居家醫療

50 臺北業務組 臺北市萬華區 居家照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
護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３７號 居家醫療

51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竹南鎮 基層院所 宏仁診所
苗栗縣竹南鎮中港里12鄰守法街2-13
號1、3、4樓

門診

52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苗栗市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７４７號 門診

53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苗栗市 地區醫院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大同路133號、信義路23
號、恭敬路36號、信義街36號

門診(家醫科第102診)、視訊(家醫科第
102診)、遠距

54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苗栗市 基層院所 天恩診所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３９號１樓及４
１號１－２樓

門診、居家醫療

55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苗栗市 基層院所 康平皮膚科診所 苗栗縣苗栗市信義街31號2樓 遠距醫療
56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苗栗市 基層院所 舒康診所 苗栗縣苗栗市信義街31號2樓 遠距醫療
57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頭份市 區域醫院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１２８號 門診、視訊、居家醫療
58 北區業務組 苗栗縣頭份市 地區醫院 崇仁醫院 苗栗縣頭份市東興路110號1、2樓 門診、視訊
59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八德區 基層院所 郭淵進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650號1樓 門診、視訊
60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八德區 基層院所 厚德堂中醫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１段９６４號１ 門診、視訊

61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大園區 地區醫院 大園敏盛醫院 桃園市大園區華中街２號

門診(內科、感染科、消化內科、胸腔
內科、心臟內科、泌尿科、骨科、眼
科、兒科、 家醫科、婦產科、放射診
斷科)

62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中壢區 區域醫院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門診、視訊、居家醫療
63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中壢區 基層院所 活力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160號1、2樓 門診
64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中壢區 基層院所 健康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３９４號 門診

65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平鎮區 區域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７７號、延平路
二段４３０巷１１５號

門診(家醫科、新陳代謝科)、視訊、居
家醫療

66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桃園區 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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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兒科第2診、耳鼻喉科第13診、
家醫科第27診、胸腔科第31診)

67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桃園區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７１號
門診(精神科第15、16、17、18、20
診)

68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桃園區 區域醫院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三民路三
段106號

門診、視訊、居家醫療

69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桃園區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１４９２號

門診(骨科週二下午第2診許祐堡醫師;
感染科週五上午第10診鄭舒倖醫師;內
科週二上午第8診王偉傑醫師、週三下
午第1診李世偉醫師、週四上午第3診
曾國森醫師

70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桃園區 基層院所 良祐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518號1樓 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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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桃園區 基層院所 李柏鋒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八０七號 門診、視訊、居家醫療

72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桃園區 基層院所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
人附設聖保祿居家護理所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１２３號 居家醫療

73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楊梅區 地區醫院 天成醫院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１９６號、中山
北路㇐段３５６號

門診(兒科)、視訊、居家醫療

74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楊梅區 基層院所 曾世鳴皮膚科診所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５５號１樓 門診

75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龜山區 醫學中心
⾧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庚紀念
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５號、５
之７號及文化㇐路１５號

門診(家醫科、皮膚科)、視訊(家醫科、
皮膚科)

76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龜山區 地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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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之１號

門診(家醫科、皮膚科、中醫內科)、視
訊(家醫科、皮膚科、中醫內科)

77 北區業務組 桃園市龜山區 基層院所 文青堂中醫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二路７號１樓 門診、視訊

78 北區業務組 新竹市北區 居家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附設居家護
理

新竹市北區金華里經國路㇐段４４２
巷２５號

居家醫療

79 北區業務組 新竹市東區 區域醫院
台灣基督⾧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
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６９０號 遠距醫療

80 北區業務組 新竹市東區 地區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
醫院

新竹市東區福德里中華路二段678號及
678號之1

門診、視訊、居家醫療、血液透析

81 北區業務組 新竹市東區 基層院所 謝碧祥診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２５４號 門診

82 北區業務組 新竹市東區 基層院所 廖健仲胃腸肝膽內科診所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23號1樓、25號1樓
2樓

門診

83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竹北市 地區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段２號 遠距醫療(眼科第60診)

84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竹東鎮 居家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附設居家護
理所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５２號 居家醫療

85 北區業務組 新竹縣關西鎮 基層院所 懷恩中醫診所 新竹縣關西鎮中興路２－３號２樓 門診、視訊

86 北區業務組 臺北市松山區 醫學中心
⾧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庚紀念
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９９號
門診(家醫科、皮膚科)、視訊(家醫科、
皮膚科)

87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仁愛鄉 基層院所 南投縣仁愛鄉衛生所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五福巷１７號 門診

88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竹山鎮 地區醫院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
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２段７５號 不限場域

89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信義鄉 基層院所 地利診所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開信巷１２１號 門診、視訊診療
90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南投市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里復興路４７８號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視訊診療
91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草屯鎮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１６１號 內科門診
92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草屯鎮 地區醫院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段２００號 不限場域
93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草屯鎮 地區醫院 惠和醫院 南投縣草屯鎮平等街１４０號 102診、106診、306診、312診



序號 分區別 地區名稱 特約類別 醫事機構名稱 地址 場域

94 中區業務組 南投縣草屯鎮 基層院所 現代眼科診所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里中正路６０２
１號

門診、視訊診療

95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二林鎮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
督教醫院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段５５
８號、安和街４０巷２８號２樓

門診

96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二林鎮 基層院所 二林綜祐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６號 門診

97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員林市 地區醫院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２０１號、彰化
縣員林市莒光路３５９號

門診、視訊診療、居家醫療

98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員林市 地區醫院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街８９號、９１號 不限場域
99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埔心鄉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８０ 腎臟內科及洗腎場域

100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埤頭鄉 基層院所 綜祐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彰水路３段４９
４號

門診、視訊診療

101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鹿港鎮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
督教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４８０號、永安
二路３７號、安福街４５號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102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彰化市 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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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路
176號、旭光路235、320號

門診(排除預防保健)

103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彰化市 區域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１段５４
２號

門診(含中醫、牙科)

104 中區業務組 彰化縣彰化市 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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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號 門診(含中醫、牙科)

105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大甲區 區域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
醫院

臺中市大甲區八德街２號
門診(感染科、腎臟內科、小兒科、婦
產科 )

106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大甲區 地區醫院 順安醫院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６號 門診(內科、家醫科)
107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大里區 地區醫院 霧峰澄清醫院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５５號 視訊診療/家醫科
108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大雅區 地區醫院 清泉醫院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雅潭路四段８０ 胸腔內科211診
109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大雅區 基層院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６之６號１樓 門診
110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中區 區域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１３９號 腎臟內科
111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北屯區 基層院所 睿生中醫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３２１號１ 視訊診療

112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北屯區 基層院所 普門堂中醫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２段２２１號
１Ｆ

門診、視訊診療

11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北區 醫學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２號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視訊診療、全
院門診(含西醫、中醫、牙醫)

114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西屯區 地區醫院 澄清復健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敬德街８－１號 視訊診療、家醫科1診、中醫科1診
115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西區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段１９９號 中醫門診

116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西區 基層院所 樂恩診所
臺中市西區五權路２９－８號１樓、
２樓

門診

117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沙鹿區 區域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１１７號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視訊診療

118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東區 地區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
分院

臺中市東區自由路３段２９６號 家醫科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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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東區 基層院所 ㇐心中醫診所 臺中市東區㇐心街４０２號１樓 視訊診療
120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東勢區 地區醫院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臺中市東勢區南平里豐勢路２９７號 家醫科/肝膽腸胃科/胸腔內科
121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南區 醫學中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段１１０號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視訊診療
122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南區 基層院所 林恆立耳鼻喉科診所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３段３３９號１Ｆ 門診

123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梧棲區 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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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視訊診療、遠
距、家醫科門診、皮膚科門診、神經內
科門診、免疫風濕科門診、耳鼻喉科門
診

124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梧棲區 居家照護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居家護
理所

臺中市梧棲區文華街２８巷１３１號
２樓

居家醫療

125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新社區 居家照護 洪幸雪居家護理所 臺中市新社區興社街㇐段９２之７號 居家醫療

126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豐原區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１００號
門診(家醫科、復健科、腎臟科、胸腔
內科、皮膚科、中醫科)/防疫視訊/居
家

127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豐原區 地區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１９９號 家庭醫學科、胸腔科
128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豐原區 地區醫院 惠盛醫院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２６８號 家庭醫學科、胸腔科
129 中區業務組 臺中市霧峰區 地區醫院 本堂澄清醫院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７１８號 視訊診療/家醫科

130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斗六市 區域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
林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５７９號 門診(西醫各科、牙科)

131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斗六市 地區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
醫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２４８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

132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斗六市 地區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
六分院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３４５號 門診(西醫各科、牙科)

133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斗南鎮 基層院所 劉泰成聯合診所 雲林縣斗南鎮東仁里中山路１２號 門診(家醫科)、視訊診療
134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水林鄉 基層院所 陳銘斌中醫診所 雲林縣水林鄉水北村水林路１０４號 門診(中醫科)
135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北港鎮 區域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１２３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36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北港鎮 地區醫院 北港仁㇐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１５５號 門診(復健科)
137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北港鎮 地區醫院 諸元內科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中和里中山路１２５號 內科
138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北港鎮 基層院所 萬祥禮診所 雲林縣北港鎮北辰路５２號 門診(外科)

139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北港鎮 居家照護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附設
居家護理所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１２３號 居家醫療

140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西螺鎮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
督教醫院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市場南路３７
１、３７５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41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西螺鎮 基層院所 天德內小兒科診所 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建興路２９１號 門診(內科、兒科)、視訊診療

142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虎尾鎮 地區醫院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
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７４號 門診(西醫各科)

143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虎尾鎮 居家照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
林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學府東路２號 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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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虎尾鎮 居家照護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若
瑟居家護理所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７４號 居家醫療

145 南區業務組 雲林縣麥寮鄉 地區醫院
⾧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庚紀念
醫院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工業路１５００
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

146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西區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西區福全里北港路３１２號 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47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西區 基層院所 戴昌隆皮膚科診所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２７７號 門診(皮膚科)、視訊診療、居家醫療

148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西區 基層院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嘉義慈濟
診所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３８３號１樓 門診(西醫各科)

149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東區 區域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

嘉義市東區中庄里忠孝路５３９號、
６４２號、保健街１００號

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50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東區 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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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５６５號 門診(家醫科、風濕免疫科)

151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東區 地區醫院 陽明醫院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２５２號 門診(西醫各科)
152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東區 基層院所 立文小兒科診所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７８２號１、２樓 門診(兒科)
153 南區業務組 嘉義市東區 基層院所 邱晉陽診所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２８０號 門診(家醫科)

154 南區業務組 嘉義縣大林鎮 區域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
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民生路２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55 南區業務組 嘉義縣民雄鄉 基層院所 鄭滄海中醫診所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中樂路７５號 門診(中醫科)

156 南區業務組 嘉義縣朴子市 區域醫院
⾧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庚紀念
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仁和里⾧庚㇐路６號及
嘉朴路西段８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57 南區業務組 嘉義縣朴子市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４２－５０號 門診(骨科)
15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中西區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１２５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5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中西區 地區醫院 郭綜合醫院
臺南市民生路二段１８．２０．２２
．２３．２４．２５．２７號

門診(西醫各科)

16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中西區 基層院所 永頤骨外科診所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４８７號
１、２樓

門診(骨科)、視訊診療

16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中西區 基層院所 呂宗禧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１段２６１號１ 門診(耳鼻喉科)
16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中西區 基層院所 張永昌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中西區新美街６６之１號 門診(兒科)

163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中西區 居家照護 郭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２４號１樓
〈Ｂ區〉

居家醫療

164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仁德區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臺南市仁德區裕忠路５３９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
165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仁德區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８６４號 門診(胸腔內科)

166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仁德區 基層院所 協和家醫科診所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里中正路三段７９
號１樓

門診(家醫科)、視訊診療、居家醫療

167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仁德區 基層院所 吳⾧芳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里中正路二段７９
５號

門診(兒科)

16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北區 醫學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１３８號 門診(西醫各科)



序號 分區別 地區名稱 特約類別 醫事機構名稱 地址 場域

16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北區 基層院所 維摩詰診所
臺南市北區賢北里和緯路五段２１０
號１樓

門診(兒科)

17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北區 基層院所 傅耳鼻喉診所 臺南市北區大港里文賢路８７７號 門診(耳鼻喉科)

17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北區 基層院所 許庭碩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和順里臨安路二段２５２
號１樓

門診(耳鼻喉科)

17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北區 居家照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附
設居家護理所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１３８號 居家醫療

173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醫學中心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９０１號、臺南
市南區樹林街二段４４２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居家
醫療

174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地區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里復興路４２７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75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黃建雄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里中華路８４２號
１樓

門診(耳鼻喉科)

176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享健達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七路３７１
號１樓

門診(家醫科)、視訊診療

177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三奇皮膚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里中華路６０８號 門診(皮膚科)
17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許進賢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民族路３７６號 門診(耳鼻喉科)
17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復華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復華里復國㇐路４６９ 門診(耳鼻喉科)
18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怡人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１５號 門診(家醫科)
18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阮嵩翔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９３０號１樓 門診(耳鼻喉科)
18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黃仲銘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五街３７號 門診(家醫科)
183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永康區 基層院所 蔡尚均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６７５之１號 門診(兒科)
184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安平區 基層院所 慶平美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５５９號 門診(耳鼻喉科)、視訊診療
185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安平區 基層院所 同心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安平區國平路３０６號１樓 門診(兒科)

186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安南區 區域醫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
大學興建經營

臺南市安南區⾧和路二段６６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居家
醫療

187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安南區 基層院所 蔡清祥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里同安路４６號１ 門診(兒科)

18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安南區 基層院所 賴俊良骨外科診所
臺南市安南區新順里安和路２段２６
７號１樓

門診(骨科、外科)、視訊診療

18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安南區 居家照護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所

臺南市安南區⾧和路２段６６號醫療
大樓２樓

居家醫療

19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佳里區 地區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臺南市佳里區佳興里佳里興６０６號 門診(西醫各科、牙科)

19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佳里區 基層院所 黃清相診所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７２號２樓、７
８號１樓

門診(內科)

19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佳里區 基層院所 尚言皮膚科診所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４０１號 門診(皮膚科)、視訊診療
193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佳里區 基層院所 劉亞伯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３５３號 門診(耳鼻喉科)

194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佳里區 居家照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佳里奇美
居家護理所

臺南市佳里區興化里６０６號 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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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區域醫院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經營)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７０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視訊診療、
居家醫療

196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區域醫院
台灣基督⾧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臺南市東區泉北里東門路１段５７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197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基層院所 王肇陽皮膚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德光里崇明路７９號 門診(皮膚科)

19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基層院所 路加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１８５巷２
６，２８號

門診(兒科)

19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基層院所 佳㇐家庭診所 臺南市東區東光路１段１３２號１樓 門診(家醫科)
20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基層院所 王盈彬精神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４０６號１樓 門診(精神科)

20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居家照護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經營)附設居家護理所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７０號 居家醫療

20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東區 居家照護
台灣基督⾧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附設台南新樓居家護理所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１段５７號 居家醫療

203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南區 基層院所 上恩診所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段１６８號１樓 門診(內科)
204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南區 基層院所 霍永惠診所 臺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３５號 門診(內科)

205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南區 基層院所 洪允宗診所
臺南市南區明亮里金華路㇐段２４６
號１樓

門診(內科)、視訊診療

206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柳營區 區域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２０１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居家
醫療

207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柳營區 基層院所 蔡瑞頒診所 臺南市柳營區光福里成功街２１０號 門診(家醫科)

20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柳營區 居家照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柳營奇美
居家護理所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２０１號２樓(宿
舍大樓)

居家醫療

20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麻豆區 區域醫院
台灣基督⾧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麻豆區麻佳路㇐段２０７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牙科)

21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善化區 基層院所 大成診所
臺南市善化區光文里大成路９８號
１、２樓

門診(內科)

21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善化區 基層院所 家美皮膚科診所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１９６號 門診(皮膚科)
21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善化區 基層院所 希拉亞骨科診所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１９６號 門診(骨科)
213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化區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臺南市新化區那拔里牧場７２號 門診(西醫各科、中醫科)

214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化區 基層院所 ⾧頸鹿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新化區太平里忠孝路１２６－
１號１樓

門診(耳鼻喉科)、視訊診療

215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化區 基層院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臺南市新化區清水里中山路４８９號
１樓及４９１之１號

門診(外科、內科)、視訊診療

216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市區 基層院所 愛欣診所 臺南市新市區新和里民權路２５號 門診(內科)、視訊診療
217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市區 基層院所 宗詰診所 臺南市新市區港墘里光華街３８號 門診(內科)
218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營區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臺南市新營區信義街７３號 門診(胸腔內科、小兒科)
219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營區 地區醫院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臺南市新營區中興路１０號 門診(西醫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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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新營區 基層院所 惠生婦產科診所
臺南市新營區大宏里三民路７２－１
號１樓之２、３及２樓

門診(婦產科)

221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關廟區 地區醫院 吉安醫療社團法人吉安醫院
臺南市關廟區花園里中正路４３５號
１、２樓

門診(西醫各科)

222 南區業務組 臺南市關廟區 基層院所 林大凱耳鼻喉科診所
臺南市關廟區關廟里中山路二段１３
７－９號

門診(耳鼻喉科)

223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內埔鄉 基層院所 博仁診所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南寧路１３７號 門診、視訊診療、居家醫療

224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東港鎮 區域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段２１
０號

門診(全部)

225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東港鎮 區域醫院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５號 門診(全部)

226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治鄉 地區醫院 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 屏東縣⾧治鄉榮華村信義路１２９號
【門診(全部/部分)、 視訊診療、居家
醫療】

227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屏東市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２７０號 門診(部分)、 視訊診療

228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屏東市 地區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

屏東縣屏東市大湖路５８巷２２號 全部

229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屏東市 基層院所 宋的祥診所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公裕街１５８號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居家醫療
230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恆春鎮 地區醫院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１０號 全部
231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萬巒鄉 居家照護 希望愛居家護理所 屏東縣萬巒鄉褒忠路９３號１樓 居家醫療

232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潮州鎮 地區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四維路１６２及
１９３號

全部

233 高屏業務組 屏東縣潮州鎮 地區醫院 茂隆骨科醫院 屏東縣潮州鎮朝昇路３２２號 門診(部分)

234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三民區 醫學中心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路１００號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

23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三民區 地區醫院 愛仁醫療社團法人愛仁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路４５號１樓至
４樓及４９．５１號１樓至４樓

門診(內科)

236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三民區 地區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路３０５號地下
３樓至７樓

門診

237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三民區 地區醫院 謝外科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路３３０號 門診(全部)
238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三民區 地區醫院 新高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２８８號１-９樓 門診(全部)
239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三民區 基層院所 快安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立忠路２９號１樓 門診(全部)
240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三民區 基層院所 樂田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３６５號１樓 門診
241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大寮區 地區醫院 樂生婦幼醫院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５３２號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

242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小港區 區域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山明路４８２號
Ｂ１－１０樓

門診、視訊診療

243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左營區 醫學中心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路３８６號 門診(全部)
244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左營區 地區醫院 馨蕙馨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五四㇐號 門診(全部)

24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左營區 地區醫院 柏仁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三五０號（㇐
樓至三樓）

門診(全部)



序號 分區別 地區名稱 特約類別 醫事機構名稱 地址 場域
246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左營區 地區醫院 博愛蕙馨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２０號１－7樓 門診(全部)

247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左營區 地區醫院 鈞安婦幼聯合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６０９號地下１
層至地上６層

門診(全部)、視訊診療

248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岡山區 地區醫院 劉嘉修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４２６及４２８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

249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林園區 地區醫院 建佑醫院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３６０，３６
２號，３９９號，４０７巷７號

門診(全部)

250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前金區 區域醫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６８號 門診(全部)、視訊診療

251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前鎮區 地區醫院 新正薪醫院
高雄市前鎮區㇐心㇐路２３３號１－
４樓

門診

252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前鎮區 基層院所 未來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１３號２－３樓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居家醫療

253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苓雅區 區域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５號 門診(全部)、居家醫療

254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苓雅區 居家照護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聖
功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路３５２號２樓 居家醫療

25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鳥松區 醫學中心
⾧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庚紀念
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１２３號 門診(全部)、視訊診療

256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新興區 地區醫院 忠孝泌尿專科醫院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路２５５號Ｂ１
－９樓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

257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楠梓區 地區醫院 高大美杏生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１號１－３樓
門診(婦產科/小兒科/乳房外科)、 視訊
診療

258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旗山區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學路６０號 門診

259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旗山區 地區醫院 溪洲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４０８．４１
２號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

260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旗津區 地區醫院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旗津區旗港路３３號 中醫門診

261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鳳山區 地區醫院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庚醫
療財團法人經營）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４２號、４２－
１號

門診(全部)、 視訊診療

262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鳳山區 地區醫院 新高鳳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３６０號１－７ 門診(全部)

263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鳳山區 地區醫院 大東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里光遠路１７１－
２號

門診(部分)-內科及外科

264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燕巢區 區域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１號 門診

265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燕巢區 地區醫院
燕巢靜和醫療社團法人燕巢靜和
醫院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路３之２０號Ｂ１
－３．５樓

門診(全部)、居家醫療

266 高屏業務組 高雄市燕巢區 地區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
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２１號Ｂ
２－１０樓

門診

267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玉里鎮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４４８號 ㇐般門診(不分科)
268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吉安鄉 基層院所 中心診所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５６６號 ㇐般門診(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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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吉安鄉 基層院所 悅思身心診所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２段２１３號１ 視訊、㇐般門診(精神科)
270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吉安鄉 居家照護 賦能居家護理所 花蓮縣吉安鄉明義七街１１１號 居家醫療
271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秀林鄉 基層院所 原鄉診所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４０－９號 視訊、㇐般門診(不分科)
272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卓溪鄉 基層院所 花蓮縣卓溪鄉衛生所 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中正路６５號 視訊、遠距

273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花蓮市 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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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段７０７號 視訊、遠距、㇐般門診(不分科)

274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花蓮市 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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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門診(不分科)

275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花蓮市 基層院所 廖耳鼻喉科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中華路４２２－
１號

視訊、㇐般門診(耳鼻喉科)

276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花蓮市 基層院所 悅增身心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４３５－６號１ 視訊、㇐般門診(精神科)
277 東區業務組 花蓮縣花蓮市 基層院所 信欣中醫診所 花蓮縣花蓮市國治里民國路２６號１ 視訊、㇐般門診(中醫科)
278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成功鎮 基層院所 台東縣成功鎮衛生所 臺東縣成功鎮忠仁里中山東路６４號 遠距
279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達仁鄉 基層院所 臺東縣達仁鄉衛生所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１２２號 視訊、遠距、㇐般門診(不分科)

280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臺東市 區域醫院
台灣基督⾧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
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沙街３０３巷１號 ㇐般門診(不分科

281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臺東市 地區醫院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
院

臺東縣臺東市開封街３５０號 ㇐般門診(不分科

282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臺東市 基層院所 朱眼科診所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路１５１號 ㇐般門診(不分科

283 東區業務組 臺東縣關山鎮 地區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
醫院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１２５－５號 ㇐般門診(不分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