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康保險特殊造影檢查及報告申請(前資源共享試辦計畫)各醫療院所聯絡窗口(106/3/24)
分區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醫院代號
0101090517
0101090517
0101090517
0101090517
0101090517
0111070010
0131060010
0131060029
0131020016
0401180014
0401190010
0434010518
0501010019
0501110514
0511040010

醫院名稱
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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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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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診療服務處

台北

0601160016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
台北

0634030014
0634070018

台北

0701160518

台北

0901020013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
營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台北

110101002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台北

110102001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台北
台北

1101020027
1101020036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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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1101110026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職稱
放射師
辦事員
放射師
工員
放射科工友
約用辦事員
醫事放射師
高級技術員
放射科書記
組員
放射師
約用辦事員
行政官
檔案組組長
醫務員
放射線部放射師
核醫部醫事放射師

電話
(02)27093600轉5118
(02)25523234轉3604
(02)27861288轉8107
(02)28353456轉6180
(02)23889595轉2219
(02)24292525轉2711
(02)82006600轉2116
(02)22765566轉2181
(02)29829111轉3117
(02)23123456轉67097
(02)23717101轉5090
(03)9325192轉1141
(02)27633425
(02)87927244
(02)24633330轉11592
(02)28757350
(02)28757301轉301

傳真電話
(02)27093601
(02)25521609
(02)27861488
(02)28389152
(02)23889606
(02)24214177
(02)82092066
(02)22765591
(02)29819075
(02)23562811
(02)23112733
(03)9332331
(02)27609871
(02)87927245
(02)66168075
(02)28769310
(02)28757312

電子信箱
A0085@tpech.gov.tw
A0371@tpech.gov.tw
A1323@tpech.gov.tw
W0654@tpech.gov.tw
w0257@tpech.gov.tw
kln02142@mail.kln.doh.gov.tw
is61070@isip.doh.gov.tw
radi33005@ptph.doh.gov.tw
AD4614@ntpc.gov.tw
hui16@ntuh.gov.tw
wei@msbh.nuth.gov.tw
transfer@ymuh.ym.edu.tw
zxcv123449@yahoo.com.tw
無
g_wu1025@mail.ndmctsgh.edu.tw
chshih@vghtpe.gov.tw
(代理人:clhsu@vghtpe.gov.tw)
bhyang@vghtpe.gov.tw

醫務行政
醫務行政
總醫事放射師

姓名
賴建成
黃麗玲
李享立
塗貴娥
徐偉智
姚瓊芳
趙延秀
鄭建成
張龍翔
范惠芳
沈崇基
林秀娟
朱明益
蕭惠貞
吳增易
施智翔
(代理
人:徐知
良)
楊邦宏
鄭素真
周三花
劉俊池

(03)9905106轉2133
(03)9222141轉2132
(02)28587110

(03)9904555
(03)9230466
(02)28587109

su@mail.savh.gov.tw
ysh386@mail.ysvh.gov.tw
jliou@gandau.gov.tw

放射科技術主任
書記

林秀枝
李貞資

(02)27081507
(02)27315610

radiography01@hotmail.com
orlando3621@yahoo.com.tw

行政領班

林美純

(02)66362695

lin224498@pchome.com.tw

組長
放射科主任
組長
事務員

林金珠
張靖希
陳淑敏
(CT、
MRI)
郭淑惠
(PET)
林家賢

(02)27081166轉1151
(02)27718151轉
2736.2737
(02)27082121轉
3865.3867
(02)27510221轉2017
(02)27713161轉132
(02)25433535轉22362238
(02)25433535轉2299

(02)27319325
(02)27518306
(02)25239437
(02)25433535轉2925

clinic@clinic.org.tw
countryxray@yahoo.com.tw
mmh80@mmh.org.tw
i1313511@gmail.com

(02)26345500轉2929

(02)2634-2255

4429@mail.knh.org.tw

技術長

第 1 頁，共 8 頁

台北
台北

1101150011
1101160017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
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
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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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主任
登記室組長
資深事務員

呂坤木
曾娜芳
林家敏

(02)28332211轉2138
(02)28264400轉5701
(02)28970011轉3938

(02)28389359
(02)28264573
(02)6603-1290

T000071@ms.skh.org.tw
ch5661@chgh.org.tw
jamchml@kfsyscc.org

台北

1101160026

台北

1111060015

事務員
組長

林佳儀
邱羽榛

(02)24313131轉2207
(02)89667000轉1217

(02)24332869
(02)89676701

goddess@cgmh.org.tw
yujhen@mail.femh.org.tw

台北

1131010011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1131050515
1131090019
1131110516
1134010022
1231030015
1231050017
1234020011
1301170017

(02)66283023
無
(02)26482121轉2218
(03)9324271
(02)29218270
(02)22198167
(03)9544106轉7200
(02)23780943
無

tp_opd@tzuchi.com.tw
10048@km.eck.org.tw
jiangch@cgh.org.tw
j0250@mail.jen-ai.org.tw
onh320@cthyh.org.tw
meihsun.cheng@gmail.com
xrcounter@smh.org.tw
helgalin0306@yahoo.com.tw
PET:89458@w.tmu.edu.tw
CT、MRI:100713@w.tmu.edu.tw

主任

(02)23062560

tjc05@mailb.tjci.org.tw

專員

隋明珠

(02)24579101轉338

(02)24581724

3055@twmgh.com

1434020015
1501010010
1501180035
1501190031
1501201020
1511010068
0931010016
1531010279
1531020122
1531031241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
院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
醫院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博仁綜合醫院
郵政總局郵政醫院
西園醫院
景美醫院
新昆明醫院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板橋中興醫院
宏仁醫院
永和振興醫院

診斷書櫃檯值班人員
(02)66289779轉5814
倪衍文 (02)26723456轉7463
江村煌 (02)26482121轉2217
林雅心 (03)9321888分機1156
李桂樑 (02)29286060分機10120
鄭美訓 (02)22198167
周美芳 (03)9544106轉7201
林慧櫻 (02)27372181轉1129
PET:許怡 PET:(02)29307930轉
8981
慧
CT、MRI: CT、MRI:(02)29307930
范巧逸 轉1317
葉秀貞 (02)23021133轉2980

台北

1301200010

台北

1401190011

台北

1411030013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1531041390

怡和醫院

放射事務員
組長
放射科組長
技術長
管理部主任
醫事課副課長
放射師
組長
主任
組長
放射師

劉嫚玲
葉純華
許雅雯
黃偉倫
李玉淑
蔡春美
洪偉翔
呂澄龍
吳姿美
張展榮
高健翔

(03)9543131轉1115
(02)25786677轉2302
(02)23956755轉188
(02)23076968轉1204
(02)29331010轉705
(02)24268106轉236
(02)22563584轉116
(02)29590707轉170
(02)29788877轉200
(02)29221161轉200
(02)22450009轉199

(03)9574993
(02)25771347
(02)23414859
(02)23390562
(02)29314411
(02)24261250
(02)22559590
(02)29512174
(02)29736530
(02)2922-1982
(02)22473652

台北

1531050077

同仁醫院

行政管理部

林承漳

(02)29170201轉188

(02)29176046

台北
台北

1531060180
1531071030

新泰綜合醫院
仁愛醫院

放射科組長
放射科技術長

張寶珍
倪景落

(02)29962121轉2173
(02)26834567轉2020

(02)29972121
(02)8675-5091

XRAY@mail.pohai.org.tw
2606ya@pojengh.com.tw
POSTAL@POSTAL.COM.TW
0959@westgarden.com.tw
yushuab@gmail.com
hkm1026@ms14.hinet.net
ijkl444@hotmail.com
pcchh@ms23.hinet.net
b550@mail.hrh.com.tw
May880730@yahoo.com.tw
A22450009@gmail.com
A22450009@yahoo.com
(1)z9170@ms23.hinet.net
(2)tjh287@ms56.hinet.net
xray@sthosp.com.tw
renaict@yahoo.com.tw

醫事室門診組
主任
放射科組長
放射科組長
組長
護理師
醫務助理
事務員
PET:核子醫學科事務員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臺北 CT、MRI:放射診斷科事
醫學大學辦理
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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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1542011282
1134010022
0431270012
0131020016
1532101091
1532100012
1532021365
1532020180
1532010120

杏和醫院
蘭陽仁愛醫院
台大金山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醫院
新永和醫院
華揚醫院
新國民醫院
桃新醫院
德仁醫院

申報組組長
放射科組長
副管理師
放射科書記
院長室秘書
秘書
放射科秘書
放射科主任
放射師
放射師

北區

1532011163

北區
北區

1132070011
0632010014

管制員
放射師
事務員

0532090029
1532011154
1533050039
0633030010
0433030016
1133060019
1533051063
1533030046
1533050011
0512040014
1512011185
0412040012
1112010528
1112010519
0135010016
1535010024
1535031041
093502002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
院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敏盛綜合醫院
東元綜合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大安醫院
竹信醫院
新仁醫院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南門綜合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協和醫院
通霄光田醫院（原慈暉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北區

1132010024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1135050020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1535010051
1535051178
1535040068
0132010014

大千綜合醫院
重光醫院
慈祐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放射官
技術組長
組長
書記
放射師
企劃處助理專員
主任
門診申報
預防醫學官
申報組組長
辦事員
課長
申報人員
申報組
服務台人員
技術員
組長
組員
放射科書記
申報
辦事員

胡淑慧
林雅心
許雅貞
張龍翔
游明青
廖曉玲
蕭淑玲
洪文吉
許秀文
廖文日
朱夢娟
林淑芬
楊良知
石秀美

(03)9886996轉180
(03)9321888轉1156
(02)24989898轉1006
(02)29829111轉3117
(03)4929929轉115
(03)4220606轉2120
(03)4577222轉406
(03)4225180轉126
(03)3325675轉1137
(03)3617985

(03)9881010
(03)9324271
02-24081854
02-29819075
(03)4929938
(03)4221232
(03)4685966
(03)4228925
(03)3325678轉2235
(03)3666491

rosyhu@seed.net.tw
j0250@mail.jen-ai.org.tw
senbo@jsh.org.tw
AD4614@ntpc.gov.tw
yangmin.tingjen@msa.hinet.net
cubehung@ms53.url.com.tw
無
skm16899@ms14.hinet.net
T2300@USH.COM.TW
hos9822@ms39.hinet.net

(03)3281200轉3124
(03)3384889轉2162
(03)3613141轉3379

(03)3285680
(03)3314886
(03)3773386轉3379

n2226@adm.cgmh.org.tw
無
sphnhi@mail.sph.org.tw

張瑛瑜
李曉玲
翁素玲
羅曉君
鄒文勳
曾琇伶
陳淑芬
林雅正
高豫芬
詹立成
姚芳珠
陳莉芸
周曉琪
張維淳
陳明茹
劉蓮英
李淑婷
阮慧貞
黃筱琪
莊仁騏
胡文萱
廖瑞枝
林郁馨
吳靜琴

(03)4801650
(03)3179599轉8115
(03)5527000轉2110
(03)5962134轉514
(03)5943248轉1207
(03)5993500轉2316
(03)5557188轉993
(03)5962998轉666.111
(03)5552039轉815
(03)5348181轉3192
(03)5286455
(03)5326151轉6752
(03)5278999轉2300
(03)6119595轉2595
(037)261920轉2158
(037)352631
(037)759999
(037)862387
(037)676811轉8323
(037)676811轉8327
(037)357125轉1200
037-663030轉126
(037)476527轉652
(03)3699721轉3162

(03)4801650
(03)3164303
(03)6564252
(03)5944683
(03)5944170
(03)5992177
(03)5557189
(03)5952092
(03)5553107
(03)5427481
(03)5269372
(03)5339480
(03)5284099
(03)5166354
(037)269299
(037)353733
(037)758715
(037)851917
(037)592285
(037)592285
(037)336274
037-688468
(037)476488
(03)3698872

fish_0104@aftygh.gov.tw
p000029@e-ms.com.tw
slweng@tyh.com.tw
xry8200@vhct.gov.tw
jsou@chut.tpg.gov.tw
mercyinsur@hukou.org
yeo@ms1.hinet.net
js1533030046@yahoo.com.tw
sjh65@seed.net.tw
無
HPNAN@YAHOO.COM.TW
IHJ@HCH.GOV.TW
nhihc@cgh.org.tw
A1721@MS7.MMH.ORG.TW
OPD@mail.mil.doh.gov.tw
sheiho0710@sinamail.com
medch@ms13.hinet.net
lee1hosp@hotmail.com
fruitcha@ms18.hinet.net
無
wsfu@dachien.com.tw
cg.hosp@msa.hinet.net
ty851215@ms18.hinet.net
chinchin@mail.tyg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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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0132110519
0932020025
1532040039
1532040066
1532061065
1532091081
1532100049
1317040011
1317050017
1537070028
0937050014
0936050029
1538041101
0617060018
0638020014
0117030010
0138010027
0137170515
0136010010
0938030016
0937050024
1517040015
0936030018
0937010019
1537040066
1537011243
1436020013
0917070029
1537040057
1537051247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天成醫院
怡仁綜合醫院
大園敏盛醫院
龍潭敏盛醫院
壢新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仁和醫院
伍倫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竹山秀傳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宏恩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卓醫院
明德醫院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南星醫院
員生醫院

1136200015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1138020015
1137010024
1137080017
0536190011

中區

0517050010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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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基督教醫院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
院

辦事員
放射科技術主任
醫事室副主任
組長(放射科)
組長(放射科)
組長
放射科櫃檯人員
辦事員
小組長
X光室負責人
組長
組長
病歷室組員
放射線部登記室
辦事員
轉診中心人員
申報人員
放射師
申報人員
放射科組長
放射師
櫃檯組長
組員
放射科組長
工程師

吳靜琴
陳震龍
劉玉燕
黃淑梅
洪淑美
王興橋
羅婉佩
凃惠娟
陳先生
高綉婷
江莉玲
羅必琪

徐蜀媛
林玉貴
廖曉琦
曾怡菁
黃玲修
蔡芳宜
徐名慧
王麗婷
白慈惠
黃文進
顏明祺
蔡佩真
放射科組長
黃秋玉
轉診專員
羅玉芬
申報組組長
謝素蘭
組長
卓建州
CT、MRI：放射線部組長 吳姿儀
PET：正子中心護理師
放射科組長
組長
放射技術課組長
放射科技術長
掛號室

黃智彗
林佳憫
李白雪
陳宏昇
趙真
謝珮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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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699721轉3162
(03)4629292轉2100
(03)4782350轉68007
(03)4855566轉1211
(03)3867521轉171
(03)4794151轉1227
(03)4941234轉2381
(04)24739595轉2100
(04)22052121轉3391
(04)8742108
(04)8326161轉160
(04)26885599轉1571
(049)2624266轉31021
(04)23592525轉3760
(049)2990833轉3800
(04)22294411轉2117
(049)2231150轉2307
(04)8298686轉
(04)25271180轉2011
(049)2358151轉1125
(04)8375878轉107
(04)22623123轉1100
(04)26862288轉3155
(04)7256166轉81013
(048)882995轉210.240
(04)26579595轉0
(04)25771919轉260
(04)22586688轉6366
(04)8872178轉510
(04)8339595轉138
(04)24819900轉
11122.11121
(04)24819900轉11155
(049)2912151轉1162
(04)7238595轉3161
(04)8952031轉8161
(04)23934191轉525415
(04)22033178轉525034

(03)3698872
(03)4343050
(03)4881631
(03)4856620
(03)3858339
(03)4895248
(03)4941234轉3403
(04)24729191
(04)22078062
(04)8756670
(04)8353158
(04)26885599轉1588
(049)2622400
(04)23592639
(049)2998931
(04)22211212
(049)2206133
(04)8281149
(04)25284771
(049)2392701
(04)8380951
(04)22609838
(04)26883978
(04)7274985
(048)882617
(04)26571706
(04)25888698
(04)8872724
(04)8353395
(04)24820923

chinchin@mail.tygh.gov.tw
service@tcmg.com.tw
tenchen.liu@msa.hinet.net
P9132@yeezen.com.tw
p000917@e-ms.com.tw
p000161@e-ms.com.tw
2300@ush.com.tw
cshe317@csh.org.tw
a5662@mail.cmuh.org.tw
b453629@ms33.hinet.net
alexwifeist@gmail.com
med.icd.dajia@ktgh.com.tw
cs1683@csshow.org.tw
nan@vghtc.gov.tw
vhpld0005@vghtc.gov.tw
jamc69016@yahoo.com.tw
emr@nata.mohw.gov.tw
yijing0729@gmal.com
shiou@fyh.mohw.gov.tw
xray1125@mail.yumin.com.tw
hz.hospital@gmail.com
hongen3123@yahoo.com.tw
c00041@leehospital.com.tw
jinger61@gmail.com
cho.com.@msa.hinet.net
min.der@msa.hinet.net
ds4546@ms.sltung.com.tw
ls1806@lshosp.com.tw
d08shen@yahoo.com.tw
500423@ysho.com.tw
xray@mail.jah.org.tw

(04)24812705
(049)2913215

numedicine@mail.jah.org.tw
medical_adm@mail.pch.org.tw
81457@cch.org.tw
79513@cch.org.tw

(04)22038719

chin-shen@803.org.tw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南區

1536100081
1538030037
0936060016
1536201065
0903260015
1537061065
1536011267
1537010111
1517011112
1517061032
1536190076
1536180061
1136090519
1538010026
1317020519
1338030015
1517051125
1538041156
1137020511
1137020520
0421040011

清泉醫院
曾漢棋綜合醫院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新菩提醫院
順天醫療社團法人順天醫院
道安醫院
漢忠醫院
漢銘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賢德醫院
霧峰澄清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南基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東華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南區

0640140012

南區
南區

1521031104
0122020517

郭綜合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南區

1541011126

營新醫院

南區

0221010019

台南市立醫院

南區

11410905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南區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南區

064131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南區

11050500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南區

11400105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放射科組長
放射科組長
主任
放射員
申報室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放射科組長
放射科組長
放射技術課
事務員
放射師
放射師
放射科組長
事務員
技佐
放射師
放射師
組長
技術師
放射師
醫師
副組長
代理總技師
小組長
總技師
組長
管理員
課長
組長
申報員

江珏儀
詹明宗
黃棟國
吳美慧
陳家成
古馥熏
劉麗鈴
郭碧川
李勝旭
廖學鍵
蘇永明
張祐偉
劉泰程
江黛玲
陳翠芬
吳彩虹
放射科
湯莉珍
張志崑
鄭珮純
鐘淑惠
林舜華
王淑美
陳錫銘
王裕益
林勝賢
施穎敏
馬麗蘭
么煥忠
蔡清妃
葉清杉
羅惠華
高行麗
方素秋
張鳳英
蕭妍蓁
王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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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605600轉2130
(049)2314145轉102
(04)26581919轉54545
(04)24829966轉335
(04)22333676
(04)8856309轉113
(04)25256071
(04)7113456轉1381
(04)24632000轉6117
(04)24632000轉5195
(04)22732551轉168
(04)23397900轉106
(04)36060666轉3320
049-2225595轉1111
(04)22121058轉1501
(049)2321188轉130
(04)22268990轉2250
(049)2658949轉131
04-7813888轉71201
(04)7779595轉7123
(06)2766174
(05)2791072轉2063
0934076785
(06)2221111轉2622
(05)2319090轉2077
(06)6592345

(04)25607191
(049)2306084

x0060@ching-chyuan.com.tw
andyjan6@yahoo.com.tw
t0204@ms.sltung.com.tw
(04)24853185
bodhi.service@msa.hinet.net
(04)22384414
sthosp@anet.net.tw
(04)8815348
ling05168@yahoo.com.tw
health.a2002@msa.hinet.net
(04)7121958
greenipc@ms48.hinet.net
(04)22255520
2394@ccgh.com.tw
(04)24633489
w892121@yahoo.com.tw
(04)22735495
cen.david@msa.hinet.net
(04)23304689
rogerchang0220@yahoo.com.tw
(04)36067993
h902037@tzuchi.com.tw
(049)2200479
D56620@CCH.ORG.TW
(04)22121058轉1523 a11412@mail.cmuh.org.tw
T15871@mail.cmuh.org.tw
taian.hspt@msa.hinet.net
(049)2658646
hospital888@gmail.com
(04)7073223
a6246@show.org.tw
(04)7777595
707360@cch.org.tw
(06)2098390
jongsh@mail.ncku.edu.tw
(05)2791821
yggeplsh@yahoo.com.tw
maggie55127@hotmail.com.tw
(06)2255252
無
(05)2316781
a5041@mail.chyi.tpg.gov.tw
(06)6593593
無

(06)2609926轉1114
(06)2812811轉73140
(06)2812811轉77315
(06)2812811轉53140
(06)2812811轉53130
(06)3125101轉1401
(06)7263333轉3303
(06)7263333轉2040
(05)3621000轉2981
(05)3621000轉2979

(06)2895474
(06)6222545
(06)2828142
(06)3111467
(06)7261656
(05)3622585

無
0503@mail.chimei.org.tw
m841139@mail.chimei.org.tw
520007@mail.chimei.org.tw
cmh5200@mail.chimei.org.tw
1401@mail.vhyk.gov.tw
chiali.hosp@mas.hinet.net
juliette1103@cgmh.org.tw
yaa1251@cgmh.org.tw

南區

04390105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申報員

王麗春

(05)5516920

(05)5335403

南區

1139030015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總務主務

1531071030

仁愛醫院

南區

1522011115

陽明醫院

護士
申報

南區

1522021175

盧亞人醫院

(05)6337333轉2353
(05)6337333轉2252
(05)5323039
0937480883
(06)2213111
(05)2789666轉600
(05)2789666轉320
(05)2248347

(05)6338648

洪揚醫院

楊麗雪
孫安沂
蔡錦聰

南區

1539010048

南區

南區

0140010028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0141010013
1139040011
0622020017
1122010012
1339060017

南區

1122010021

南區

1121010018

南區

1121010018

南區
南區

1539010057
0121050011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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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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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新
樓醫院
安生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南區

0941010019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南區

11400300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高屏

0102020011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屏
高屏
高屏

0102080017
0142030019
0143010011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高屏

0144010015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高屏

0502030015

高屏

0502080015

janw@mail.ylh.doh.gov.tw
hsueh@mail.stjoho.org.tw

(05)5321717

無

(06)2258507
(05)2788033
(05)2259176

jenaihos@ms48.hinet.net
ym106mss2@msa.hinet.net
ym106mss2@msa.hinet.net
t2259176@yahoo.com.tw

(05)3790600轉300
(05)3790600轉304
(06)6351131轉2125
(05)5871111轉1005
(05)2359630轉2826
(05)2765041轉2034
(05)7837901轉1101
(05)2756000轉
3207.3210
(06)2748316轉7400

(05)3707454

potz304@mail.poaz.tpg.gov.tw

(06)6358493
(05)5874440
(05)2358149
(05)2775418
(05)7823831
(05)2710005

medx2004@mail.hsny.tpg.gov.tw
q265@tagh.org.tw
photoctl@vhcy.gov.tw
ito@cych.org.tw
claireating@ms94.url.com.tw
johnny@stm.org.tw
chuan69@ms48.hinet.net

放射技術師
申報人員
技工
管理師
護理師
放射科組長
行政助理
放射科書記

高玉珍
陳玉蓮
高于婷
蔡佳姣
潘盈君
黃文郁
黃淑琳
林駿宏
余冠儀
呂傳燦
賴雅燕
陳靜華
蔡松益
蔡青樺
蘇雅敏

放射科書記

楊雅媜

(06)5702228轉1135

(06)5703418

行政助理
放射師
申報組

無
tnhp3042@mail.tnhosp.gov.tw
vivian0424@ms94.url.com.tw

(05)2648060
(07)5550480

miss.miss64@msa.hinet.net

護士
放射師
申報人員
放射師

方瑞蘭
江素貞
盧田維
杜云孃

(05)5353955
(06)2200055轉3042
(06)6356030轉525
(06)6356030轉515
(05)2648000轉5750
(07)5552565轉
2021.2022
(07)7511131轉2243
(07)6613811轉1141
(08)7363011轉2148
(06)9261151轉50103

(05)5338260
(06)2220463
(06)6327876

組長
契約行政人員

林采樺
劉尤娜
陳妤綉
林惠珍
王宜蓁
吳代芬

(07)7116160
(07)6618638
(08)7384875
(06)9276344

legma4152kcg.gov.tw
rad@chisemail01.chis.tpg.gov.tw
sakula@tntn.mohw.gov.tw
lion00284@yahoo.com.tw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事務員
處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行政助理

王世賢

(07)5811648

(07)5878730

samgodmail@gmail.com

沈淑姿

(07)7490849

住院申報
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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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091407

kh726285@mail.802.org,tw

高屏

0542020011

高屏
高屏
高屏
高屏

0543010019
0544010031
0602030026
0643130018

高屏

1102110011

高屏
高屏

1142100017
1142120001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醫學大學經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放射師

張乃仁

(07)6250919轉131

(07)6254940

n7263@ms56.hinet.net

放射科組長
醫師
組長
放射師
書記

蘇琡惠
李喬華
彭麗珍
蔡豐吉
徐慧君

(08)7560756轉182.184
(06)9211116轉59136
(07)3422121轉6210
(08)7704115轉315
(07)8036783轉3175

(08)7554091
(06)9211500
(07)3468301
(08)7703007
(07)8020991

blearmokia@hotmail.com

組長
書記
放射科助理員

曾桂香
黃郁淳
鄭愛
珊、鍾
瑞嬌
陳麗娥
李玫琪

(07)7317123轉2587
(07)6150011轉2225
(08)7368686轉3116

(07)7317123轉2523
(07)6150909
(08)7365269

hsiang7035@adm.cgmh.org.tw
ed105416@edah.org.tw
01486@ptch.org.tw

高屏

1143010012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高屏

1202080010

高屏

1302050014

高屏
高屏
高屏
高屏

1343030018
1507300013
1502040021
1502050170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博正醫院
健仁醫院
祐生醫院

(07)2238153轉6128
(07)3121101轉7710

(07)2239410
(07)3154208

sjhnd@mail.joseph.org.tw
lee588184@yahoo.com.tw

洪三和
吳慧敏
連苑苓
蔡明憲
塗崇鑫
許弼勝
許弼勝
佘翠貞
沈文馨
宋淑
惠、車
斯帖
鍾鈺平
陳麗文
高淑美
林奇鴻

(08)8323146轉1312
(07)5562217轉2207
(07)3517166轉3113
(07)2866688轉108
(07)3364131轉242

(08)8327244
(07)5562216
(07)3551596
(07)2862356
(07)3321434

xr002@fy.org.tw
s5567417@ms56.hinet.net
ray@jiannren.org.tw
T5737@ms14.hinet.net
chiu8101@ms16.hinet.net

高屏

1502081175

邱外科醫院

高屏
高屏

0902080013
0907350010

高屏

1502110064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乃榮醫療社團法人乃榮醫院
安泰醫院

事務員
申報人員
行政

(07)3351121轉2071
(07)7613151
(07)8017856轉207

(07)3363775
(07)7226254
(07)8032910

jieyu0405_mrk@yuanhosp.com.tw
nai.rong@msa.hinet.net
anti7856@ms48.hinet.net

高屏

1542010052

大東醫院

高屏

1542020067

劉光雄醫院

行政
書記

(07)7463762轉608
(07)6219156轉826.827

(07)7108203
(07)6228704

tadong.tsai@msa.hinet.net
LkgLkg@ms14.hinet.net

高屏

0942020019

高屏
高屏

1542030018
1542050056

馬雪銘
陳熾南
王慧蘭
王秋霞
李婕妤
陳靜玉
李燕如

(07)6618471
(07)6437901轉160
(07)7835175轉160

(07)6624895
(07)6451814
(07)7838845

chonan526@yahoo.com.tw

高屏

1542061148

高屏
高屏

1542150042
1543010109

(07)6975903轉108
(08)7223000轉7227
(08)7665995轉1338

(07)6975944
(08)7216058
(08)7327438

e6982875@ms58.hinet.net
kuojen.hosp@msa.hinet.net
com1367@mail.paochien.com.tw

高屏

0943010017

護理師
辦事員
組長
秘書
放射科組長
放射師
放射師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放射科組長
經營）
重安醫院
行政
建佑醫院
放射師
主任
瑞生醫院
主任
高新醫院
專員
國仁醫院
組長
護理師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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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peng@isca.vghks.gov.tw
xray@mail.vhlc.gov.tw
0996006@kmhk.org.tw

ksxx@mail.ks.org.tw

(07)6222131轉51178

miny02200@yahoo.com.tw

高屏

1543011277

國新醫院
茂隆骨科醫院

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

高屏

1543020105

高屏

0943020013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南門醫院

同慶醫院

放射師
主任
副院長
副院長
行政

高屏

1543040036

高屏

1543110015

高屏

0943160012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掛號人員

高屏

1307370011

高屏

1507320015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醫學大學經營)
新高醫院

東區

0145010019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東區

0145080011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豐濱原住民分院

東區
東區
東區

0146010013
0146020537
0645020015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成功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東區

1145010010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1145010038
1145030012
1146010014
1146010032
1146030516
0646010013
0645030011
0545040515
1146010041
0145030020

申報人員
醫行室行政人員
醫行室行政人員

放射師
放射師
技工
影像醫學部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股長
核醫科書記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放射科書記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申報人員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主任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組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放射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台東分院
放射科副技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放射師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放射科書記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放射師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醫務行政室

張淑玲
方淑芬
李宜蓁
呂侑諺
林淑婷
黃明典
劉浤志
許玉惠
張團員
洪美珠
等6人
郭華寧

(08)7345767轉17
(08)7801915轉208.212

(08)7336026
(08)7884910

ole08182000@yahoo.com.tw
mawlong7801915@gmail.com

(08)7800888轉113
(08)8894568轉19
(08)8894569轉23
(08)8894569轉27
(08)7962033

(08)7809765
(08)8895874

b099068@mail.tsmh.org.tw
nan.man@msa.hinet.net

(08)7965730

tc.hosp@msa.hinet.net

(08)8789991轉130-132

(08)8789994

fL.gh8789991@gmail.com

(07)5711188轉1117

(07)5711012

jessie-kuo@hotmail.com

曾慷芯
謝碧貞
呂佳蓉
謝碧貞
呂佳蓉
林秀美
鄭景太
封文君
陳碧蓮

(07)3828814轉1002
(03)8358141轉3165

(07)3890334
(03)8311643

skh3890334@gmail.com
pchsieh@hwln.mohw.gov.tw

(03)8358141轉3165

(03)8311643

pchsieh@hwln.mohw.gov.tw

(08)9324112轉1162
(08)9854747轉放射科
(03)8764539轉232
(03)8561825轉3293

(08)9343560
(08)9854737
(03)8763329
(03)8571287

xray@tait.mohw.gov.tw
xray16022@tait.mohw.gov.tw
sophia@mail.flvh.gov.tw

范慧雯
范書香
林可涵
陳美真
張 斌
楊賀傑
胡立禹
廖學輝
陳良義
黃忠清
金惠勤

(03)8561825轉2020
(03)241111
(03)8882718轉803
(08)9310150轉345
(08)9323362轉1116
(08)9814880轉116
(08)9222995轉1169
(03)8883141轉361
(03)8263151轉815150
(089)322833轉116
(03)8886141轉1151

(03)8564012
(03)8241117
(03)888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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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l@mch.org.tw
nicole0723@tzuchi.com.tw
a1683@mmh.org.tw
(08)9358407
A93021@tch.org.tw
(08)9814873
donachiop@gmail.com
(08)9222909胡立禹收 vhtt47@vhtt.gov.tw
xray@vhyl.gov.tw
(03)8261370
ra06@mail.h805.mnd.gov.tw
(089)327127
t00043@st-mary.org.tw
yl1631@ttyl.mohw.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