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符合本計畫申請資格條件之醫院 

一、符合本計畫第肆點申請醫院資格第一、二項的醫院如下表： 

序號 分區 縣市 鄉鎮 醫院代號 院所中文                                

1  台北 新北市 瑞芳區 1531120038 瑞芳礦工醫院 

2  台北 新北市 三芝區 1531210019 台安醫院  

3  
台北 新北市 金山區 043127001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

院 

4  台北 宜蘭縣 蘇澳鎮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5  台北 宜蘭縣 礁溪鄉 1534050024 杏和醫院(舊碼 1534050015) 

6  台北 宜蘭縣 員山鄉 0634070018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7  台北 宜蘭縣 員山鄉 1134070019 宜蘭普門醫療財團法人普門醫院 

8  台北 金門縣 金湖鎮 0190030516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9  台北 連江縣 南竿鄉 0291010010 連江縣立醫院  

10  北區 桃園市 龍潭區 0532090029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1  北區 桃園市 龍潭區 1532091081 龍潭敏盛醫院(舊碼 1532091072) 

12  
北區 新竹縣 關西鎮 0933010014 培靈醫療社團法人關西醫院(舊碼

1533010017) 

13  
北區 新竹縣 竹東鎮 043303001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

院 (舊碼 0133030010)  

14  北區 新竹縣 竹東鎮 0633030010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15  北區 新竹縣 竹東鎮 1533030028 林醫院 

16  北區 新竹縣 竹東鎮 1533030046 竹信醫院 

17  北區 新竹縣 湖口鄉 1133060019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18  北區 苗栗縣 通霄鎮 1535031041 通霄光田醫院 

19  北區 苗栗縣 竹南鎮 1535040068 慈祐醫院 

20  北區 苗栗縣 竹南鎮 1535040086 大眾醫院 

21  北區 苗栗縣 大湖鄉 1535081078 大順醫院 

22  中區 臺中市 東勢區 1436020013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23  中區 臺中市 石岡區 1536120010 清海醫院 

24  中區 彰化縣 北斗鎮 1537040057 南星醫院 

25  中區 彰化縣 北斗鎮 1537040066 卓醫院 



序號 分區 縣市 鄉鎮 醫院代號 院所中文                                

26  中區 南投縣 南投市 0138010027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27  中區 南投縣 南投市 1538010026 南基醫院 

28  中區 南投縣 埔里鎮 0638020014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29  中區 南投縣 埔里鎮 113802001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30  中區 南投縣 竹山鎮 1538041101 竹山秀傳醫院 

31  中區 南投縣 竹山鎮 1538041165 東華醫院(舊碼 1538041156) 

32  中區 南投縣 名間鄉 1538061032 新泰宜婦幼醫院(舊碼 1538061023) 

33  南區 雲林縣 斗南鎮 1239020011 天主教福安醫院 

34  南區 雲林縣 土庫鎮 1539050015 蔡醫院 

35  南區 雲林縣 麥寮鄉 11391300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36  南區 臺南市 新營區 0141010013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37  南區 臺南市 新營區 0941010019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38  南區 臺南市 新營區 1541011126 營新醫院 

39  南區 臺南市 新營區 1541011162 信一骨科醫院 

40  南區 臺南市 白河區 1541031048 佑昇醫院 

41  南區 臺南市 佳里區 11050500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42  南區 臺南市 佳里區 1541050016 新生醫院 

43  南區 臺南市 新化區 0141060513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院 

44  
南區 臺南市 新化區 1441060010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附

設精神療養院 

45  南區 臺南市 善化區 1541070045 宏科醫院 

46  南區 臺南市 關廟區 1505290023 吉安醫院 

47  
高屏 高雄市 岡山區 0542020011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48  
高屏 高雄市 岡山區 0942020019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 

49  高屏 高雄市 岡山區 1542020058 劉嘉修醫院 

50  高屏 高雄市 岡山區 1542020067 劉光雄醫院 

51  高屏 高雄市 岡山區 1542020129 樂安醫院 

52  高屏 高雄市 岡山區 1542021171 惠川醫院 

53  高屏 高雄市 旗山區 0142030019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54  高屏 高雄市 旗山區 1542030018 重安醫院 

55  高屏 高雄市 旗山區 1542030063 博愛醫院 



序號 分區 縣市 鄉鎮 醫院代號 院所中文                                

56  高屏 高雄市 旗山區 1542030116 溪洲醫院 

57  高屏 高雄市 旗山區 0907030013 廣聖醫療社團法人廣聖醫院 

58  高屏 高雄市 美濃區 1542040050 三聖醫院 

59  高屏 高雄市 阿蓮區 1542140046 長佑醫院 

60  高屏 高雄市 路竹區 1542150033 溫有諒醫院 

61  高屏 高雄市 路竹區 1542150042 高新醫院 

62  高屏 屏東縣 潮州鎮 0943020013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63  高屏 屏東縣 潮州鎮 1543020105 茂隆骨科醫院 

64  高屏 屏東縣 東港鎮 0943030019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65  高屏 屏東縣 東港鎮 1343030018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66  高屏 屏東縣 恆春鎮 0143040019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67  高屏 屏東縣 恆春鎮 1143040010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68  
高屏 屏東縣 恆春鎮 0943040015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舊碼

1543040036) 

69  
高屏 屏東縣 長治鄉 

0943060017 
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舊碼

1543060010) 

70  
高屏 屏東縣 高樹鄉 1543110033 大新醫院(舊碼 1543110015同慶醫

院) 

71  高屏 屏東縣 高樹鄉 1543110024 聖恩內科醫院 

72  高屏 屏東縣 內埔鄉 064313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73  高屏 屏東縣 內埔鄉 1143130019 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 

74  高屏 屏東縣 新埤鄉 1143150011 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 

75  高屏 屏東縣 枋寮鄉 0943160012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76  高屏 澎湖縣 馬公市 0144010015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77  
高屏 澎湖縣 馬公市 0544010031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  

78  高屏 澎湖縣 馬公市 1244010018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 

79  東區 花蓮縣 鳳林鎮 0645020015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80  東區 花蓮縣 玉里鎮 0145030020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81  東區 花蓮縣 玉里鎮 0645030011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82  東區 花蓮縣 玉里鎮 11450300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83  
東區 花蓮縣 壽豐鄉 1145060029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

醫院壽豐分院  



序號 分區 縣市 鄉鎮 醫院代號 院所中文                                

84  東區 花蓮縣 豐濱鄉 0145080011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豐濱原住民分院 

85  東區 臺東縣 臺東市 0146010013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86  東區 臺東縣 臺東市 0646010013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87  
東區 臺東縣 臺東市 114601001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88  東區 臺東縣 臺東市 1146010032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89  
東區 臺東縣 臺東市 1146010041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

母醫院  

90  
東區 臺東縣 成功鎮 0146020537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成功分院 

(舊碼 0146020519) 

91  東區 臺東縣 關山鎮 114603051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二、符合本計畫第肆點申請資格第三及第四項的醫院，為符

合衛生福利部公告當年「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急救責

任醫院」之地區級、區域級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