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保「出院準備及追蹤管理」之醫院諮詢窗口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分區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醫院名稱(依機構代號排序)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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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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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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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
經營

窗口
劉護理師
石護理師
張護理師
黃護理師
劉護理師
郭護理長
蔡護理師
鄒護理師
梁個管師
陳護理師
吳約用護理師
潘專員
呂護理師
詹護理師
胡護理師
洪香蓮
簡護理師
陳思穎
社區護理中心張主任
陳組員
吳護理長
蔡個管師
諶出服個管師

電話
(02)2709-3600分機1230
(02)2786-1288分機8783
(02)2835-3456分機6966
(02)2552-3234分機3275
(02)2388-9595分機8419
(02)2726-3141分機1503
(02)2591-6681分機1632
(02)2429-2525分機7639
(02)2982-9111分機3253
(02)8200-6600分機2572
(02)2276-5566分機1789
(02)2610-1660分機3920
(082)332546分機11229
(02)2312-3456分機63179
(02)2371-7101分機5119
0972-655915
(03)9325-192分機11606
(02)2764-2151分機671146
(02)8792-3311分機13693
(02)2895-9808分機603062
(02)2871-2121分機2118
(03)990-5106分機6314
(03)922-2141分機8007

電子郵件
B0029@tpech.gov.tw
B1975@tpech.gov.tw
B1797@tpech.gov.tw
B0043@tpech.gov.tw
B1375@tpech.gov.tw
B1477@tpech.gov.tw
Z3214@tpech.gov.tw
nursedp@ kln.mohw.gov.tw
AF9086@ntpc.gov.tw
ls65526@lslp.mohw.gov.tw
nurse53614@tph.mohw.gov.tw
6239@balipc.gov.tw
luairon0916@gmail.com
freya@ntuh.gov.tw
B27061@bh.ntuh.gov.tw
j00088@js.ntuh.gov.tw
16548@ymuh.ym.edu.tw
edith1053@gmail.com
commodo@mail.ndmctsgh.edu.tw
jiemi0616@yahoo.com.tw
hlwu@vghtpe.gov.tw
savh8429@mail.savh.gov.tw
ysvh3712@mail.ysvh.gov.tw

盧行政管理師

(02)2858-7000分機2133

yitlu@gandau.gov.tw
v0916562278@yahoo.com.tw
a1009x@hotmail.com
ktl0187@vitahosp.com.tw
lmh660414@gmail.com

25

臺北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26
27

臺北 維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
臺北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陳經辦
黃經辦
郭申報
林行政人員

28

臺北 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

林護理長

29
30

姜護理師
洪護長
鄭個管師

(02)2543-3535分機2777

mmh1078@mmh.org.tw

陳個管師

(02)2543-3535分機2368

bee.7840@mmh.org.tw

33

臺北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臺北
紀念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臺北
兒童醫院
臺北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708-1166分機8062
(02)2708-1166分機8063
(02)2469-6688分機8113
(02)2256-3584分機822
(03)930-8010分機112、
117
(02)2771-8151分機2827
(02)2708-2121分機3956

34

臺北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謝玉如
李護理長
陳副護理長

(02)2833-2211分機2603
(02)2826-4400分機6033
(02)2826-4400分機6034

R005330@ms.skh.org.tw
ch7727@chgh.org.tw
ch7377@chgh.org.tw

35

臺北

潘護理長

(02)2897-0011分機7066

panshihping@kfsyscc.org

洪護理長

(02)2431-3131分機3101

zoo411@cgmh.org.tw

劉副護理長

(02)8966-7000分機1911

homecare@mail.femh.org.tw

31
32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
醫院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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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
紀念醫院

(02)6628-9779分機3546
0970-333837
臺北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李股長
(02)2672-3456分機7022
臺北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陳護理師
(02)2648-2121分機2021
臺北 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
朱玉玫
(03)932-1888分機1002
臺北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楊出院準備個案管理師 (03)954-3131分機7146
臺北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林專責護理師
(03)954-4106分機5298
臺北 宜蘭員山醫療財團法人宜蘭員山醫院
謝芷喬
(03)922-0292分機307
臺北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沈個管師
(02)8925-7357分機111
臺北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陳個案管理師
(02)2219-3396分機65219
(02)2791-9696分機1606
臺北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社區護理組：林靜宜
0975-682077
臺北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副主任
(02)2737-2181分機3938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 鄭護理師
(02)2930-7930分機8619、
臺北
大學辦理
蔡護理師
8622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
邱副護理長
(02)2249-0088分機8614
興建經營〉
臺北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王妙引
(02)8512-8888分機21671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
臺北
潘珍美
(02)2457-9101分機275
醫院
臺北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林資菁

53

臺北 博仁綜合醫院

高護理師

(02)2578-6677分機2270

54
55
56
57
58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臺北

59

北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60
61
62

北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北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北區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王護理師
吳副護理長
周君玲
胡護理長
薛雅菁
張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廖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蔡護理長
蔣護理師
張護理師

(02)2933-1010分機716
(02)2968-5661分機312
(02)2215-2345分機3301
(02)2208-0383
(02)6637-2625
(03)369-9721分機4322、
4323
(03)369-8553分機3725
(03)497-1989分機5603
(037)261-920分機2249

景美醫院
蕭中正醫院
新北仁康醫院
新泰綜合醫院
清福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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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n.mh@msa.hinet.net
lindac@tahsda.org.tw
cgh276962@cgh.org.tw

zijing@tzuchi.com.tw
12227@km.eck.org.tw
sjd5130@cgh.org.tw
j0250@mail.jen-ai.org.tw
c088031@mail.pohai.org.tw
smh03912@smh.org.tw
sandy12305@gmail.com
onh320@cthyh.org.tw
tammy691214@gmail.com
N26136@mail.cmuh.org.tw
tmchchn@h.tmu.edu.tw
100211@w.tmu.edu.tw
107138@w.tmu.edu.tw
08559@s.tmu.edu.tw
miaoyin12345@gmail.com
pjm9395205@gmail.com
d91113812@yahoo.com..tw ;
2606ya@pojengh.com.tw
n55309@yahoo.com.tw
shihwei.wu@hsiaohospital.org
homecare@sthosp.com.tw
chinfu@hsiaohospital.org
discharge@mail.tygh.gov.tw
chingiung@typc.mohw.gov.tw
47014z@mail.tygh.gov.tw
72022@mil.mohw.gov.tw

全民健保「出院準備及追蹤管理」之醫院諮詢窗口
序號
63
64
65

分區
醫院名稱(依機構代號排序)
北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北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北區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窗口
鄭護理師
翁護理師
李出準個管師

66

北區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鄭護理師

67
68
69
70
71
72
73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賴護理師
陳個管師
江專科護理師
彭個案管理師
尤社工師
呂護理長
郭出院準備護理師

74

北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75

北區

76

北區

77

北區

78
79
80
81
82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83

北區 新中興醫院

84

北區 桃新醫院

85

北區 敏盛綜合醫院

86

北區 德仁醫院

87

北區 新國民醫院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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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培靈醫療社團法人關西醫院
梓榮醫療社團法人弘大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
馬偕紀念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
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南門綜合醫院

祐民醫院
中壢長榮醫院
華揚醫院
懷寧醫院
天成醫院
怡仁綜合醫院
居善醫院
大園敏盛醫院
大明醫院
龍潭敏盛醫院
壢新醫院
陽明醫院
竹信醫院
東元綜合醫院

102 北區 新仁醫院
103 北區 協和醫院
104 北區 大千綜合醫院
105 北區 慈祐醫院
106 北區 重光醫院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118 中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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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轉介護理師
楊出院計畫護理師

電話
(03)532-6151分機4010
(03)594-3248分機1158
(03)534-8181分機325636
(03)479-9595分機325930、
325945
0972-765642
(03)338-4889分機2553
(03)596-2134分機351
(03)461-8888分機6669
(03)462-9292分機22839
(03)547-6399分機1130
(037)361-188分機660
(037)862-387分機1307
(02)2713-5211分機3333、
3398

電子郵件
dp@hch.gov.tw
C04030@chut.ntuh.gov.tw
ami590626@gmail.com

(03)611-9595分機6110

m801@mmh.org.tw

jane2boy@aftygh.gov.tw
wen640927@gmail.com
n0225@vhct.gov.tw
90078@hch.org.tw
dischpre@tcmg.com.tw
160224@peiling.com.tw
yashulu@gmail.com
a04056@leehospital.com.tw
oppen4@cgmh.org.tw

陳出院準備服務協調師 (03)527-8999分機5196

HCDP@cgh.org.tw

葛個管師

(03)361-3141分機6707

tyvbn159@mail.sph.org.tw

洪護理長
劉護理師
劉個案管理師
周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袁護理師
郭護理長
饒護理師
陳護理長
黃護理師
陳護理師
魏護理長

(03)328-1200分機2823、
(03)319-6200分機3338
(03)599-3500分機2216
(037)676-811分機88886
(03)562-1122分機525
(03)521-3163分機112
(03)521-3163分機200
(03)332-5678分機2501

displanning@cgmh.org.tw
lihuanliu@cgmh.org.tw
085037@mercy.org.tw
hpdps2@weigong.org.tw
health@nanmen.com.tw

(03)317-9599分機7351

(03)363-2323分機62
(03)422-5180分機301、
梁護理長
505
陳護理師
(03)491-5656分機305
蔣個管師
(03)463-1230分機1905
林護理師
(03)457-7200分機1004
何護理師
(03)491-9119分機1500
蔡個管師
(03)478-2350分機62839
羅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3)485-5566分機6115
裴社工主任
(03)386-6511分機1701
許護理師
(03)386-7521分機203
吳呼吸治療師
(03)320-2792
出院準備
(03)479-4151分機5514
彭個案管理師
(03)494-1234分機2954
王護理長
(03)492-9929分機518
黃護理長
(03)596-2998分機300
韓護理師
(03)552-7000分機1175
林護理師
(03)555-2039分機500
張專員
(03)555-2039分機109
廖衛教師
(037)352-631分機1101
邱組長
(037)357-125分機63201
余助理
(037)476-589分機552
(037)663-030分機107、120
陳護理師
0911-751531
劉個管師
(04)2229-4411分機6238
李個管師
(04)2527-1180分機2175
許護理長
0955-467520
吳個管師
(049)223-1150分機5198
黃護理督導長
(049)255-0800分機2101
張個管師
(04)2393-4191分機525226
林出服個管師
(04)2359-2525分機6415
陳護理師
(049)299-0833分機1956
徐護理師
2338-8766分機1629
謝護理師
(04)2258-6688分機1818
方護理師
(04)2686-2288分機2153
(04)2636-5000分機2104
陳出院準備服務護理長
0978-307117
林副護理長
(04)2658-1919分機4410
卓個管師
(04)725-6166分機81117
董個管師
(04)832-6161分機2850
梁個管師
(04)837-5878分機269
何個案管理師
(049)235-8151分機1032
李小組長
(04)3606-0666分機3552
陳個案管理師
(04)2481-9900分機17664
方小組長
(04)7238-595分機3945
曾個案管理師
(04)781-3888分機73178
李個管師
0926-2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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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nurse7@gmail.com
chenhm@landseed.com.tw
N005039@e-ms.com.tw
N004039@e-ms.com.tw
f31697@yahoo.com.tw
berty5566@yahoo.com.tw
yowmin180@yahoo.com.tw
4631230@gmail.com
icn4577259@gmail.com
armfulcare@gmail.com
dischpre_ym@tcmg.com.tw
n8516@yeezen.com.tw
littlepei1106@gmail.com
N000729@e-ms.com.tw
ta.minga@msa.hinet.net
N001185@e-ms.com.tw
minibocat@gmail.com
a02110608@yahoo.com.tw
jseropd100@gmail.com
hanwuy@tyh.com.tw
sjh65@seed.net.tw
sheiho0710@yahoo.com.tw
tina@dachien.com.tw
ty851215@yahoo.com.tw
gotgpt1122@yahoo.com.tw
taic91178@taic.mohw.gov.tw
02032@fyh.mohw.gov.tw
homecare@chhw.mohw.gov.tw
n69340@nant.mohw.gov.tw
yhhuang@ttpc.mohw.gov.tw
chen-chi@803.org.tw
cclen@vghtc.gov.tw
vhpla0267@vghtc.gov.tw
ls7272@lshosp.com.tw
ls6496@lshosp.com.tw
nddp@leehospital.com.tw
asd6561sdc@yahoo.com.tw
d4410@ms.sltung.com.tw
discharge@show.org.tw
2396@yuanrung.com.tw
hz.hospital@gmail.com
901689@cch.org.tw
tc408230@tzuchi.com.tw
jen.5766@mail.jah.org.tw
40761@cch.org.tw
cbors@show.org.tw
709839@cch.org.tw

全民健保「出院準備及追蹤管理」之醫院諮詢窗口
序號
129
130
131
132

分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醫院名稱(依機構代號排序)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東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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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基督教醫院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窗口

134 中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邱護理長
吳護理師
劉護理師
李護理師
屈護理師
李護理師
陳護理師

135 中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邱護理師

136
137
138
139
140

江護理師
吳申報員
陳護理師
劉個管師
湯個管師

133 中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
長安醫院
霧峰澄清醫院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澄清復健醫院

141 中區 澄清綜合醫院

王護理師

142 中區 臺安醫院

李護理師

143 中區 新亞東婦產科醫院

劉護理師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楊護理師
毛主任
廖社區主任
陳個管師
吳護理師
岳護理師
柯護理師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中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豐安醫院
清泉醫院
賢德醫院
漢銘醫院
員林郭醫院
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151 中區 南投基督教醫院
152
153
154
155
156

中區
中區
中區
南區
南區

157 南區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165 南區
166 南區
167 南區
168 南區
169 南區
170 南區
171 南區
172 南區
173 南區
174 南區
175
176
177
178

南區
南區
南區
高屏

179 高屏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高屏
高屏
高屏
高屏
高屏
高屏

186 高屏
187
188
189
190

高屏
高屏
高屏
高屏

曾漢棋綜合醫院
竹山秀傳醫院
達明眼科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電話
(04)778-9595分機1173
(04)838-1456分機2081
(04)895-2031分機8017
(049)291-2151分機5624
(04)2473-9595分機34825
(04)2473-9595分機34826
(04)2262-1652分機71366
(04)2205-2121分機4243、
4244
(04)2239-0600分機122
(04)3611-3611分機3833
(04)2492-2000分機1202
(04)2226-8990分機2661
(04)2239-3855分機81114
(04)2463-2000分機66326
(04)2225-5147
(04)2360-2000分機2260、
2265
(04)2207-5779分機
(日)133、136(夜)15
(04)2463-2000分機32645
(04)2523-1181分機210
(04)2560-5600分機2221
(04)2273-2551分機186
0979-876062
(04)835-6878分機1300
0921-662128

林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926-285239

莊組長
吳護理師
白護理師
黃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陳護理長
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護理師兼護理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李護理部督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柏護理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鄭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柯護理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黃護理長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趙出服個管師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邱個管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
尤出服個管師
新樓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林護理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
鄭出服個管師
新樓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張護理師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 張個管師
聖馬爾定醫院
李個管師
王個管師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陳個管師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護理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申報組組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曾出院準備專任護理師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
出院準備護理師
經營
郭綜合醫院
蔡出服個管師
陽明醫院
陳個管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黃護理長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嵇個管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蕭護理師
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白護理師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謝社工師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馬副護理長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謝出院準備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朱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施護理師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
黃個管師
服務處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護理人員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鄭護理長
高雄榮民總醫院
魯個管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潘護理師

(049)231-4145分機115
(049)262-4266分機36928
04-24851437
0972-572122
(05)231-9090分機1066
(05)379-0600分機722、723
(05)379-0600分機722、723
(06)235-3535分機4623
(05)532-3911分機5676
(05)533-2121分機5521
(05)235-9630分機3568、
(05)279-1072分機7603
(06)312-5101分機2702
(06)260-9926分機21799

電子郵件
402589@CCH.ORG.TW
1501938@ cch.org.tw
48030@cch.org.tw
aa3880@mail.pch.org.tw
csha104@csh.org.tw
cshx351@csh.org.tw
csha1412@csh.org.tw
fish415@mail.cmuh.org.tw
chuwan71@yahoo.com.tw
everan@everanhospital.com.tw
wfcc.hos@msa.hinet.net
taian.hspt@msa.hinet.net
ccrhospital@gmail.com
10483@ccgh.com.tw
4857@ccgh.com.tw
taianchd@yahoo.com.tw
syt271@yahoo.com.tw
5111@ccgh.com.tw
mau6824@gmail.com
a5054@ching-chyuan.com.tw
virtuous520@yahoo.com.tw
1002@hanming.com.tw
kuo.hospita@msa.hinet.net
kuo.nurse@msa.hinet.net
602802@cch.org.tw
600137@cch.org.tw
us_1972@yahoo.com.tw
cs2618@csshow.org.tw
damingeye@hotmail.com
dp@tnhosp.mohw.gov.tw
abc1903045@yahoo.com.tw
nur7@puzih.mohw.gov.tw
n4623@mail.hosp.ncku.edu.tw
Y00651@ms1.ylh.gov.tw
p051491@dou6.hosp.ncku.edu.tw
cydp@vghtc.gov.tw
j029@vghtc.gov.tw
hui@mail.vhyk.gov.tw
2k0052@tmh.org.tw

(06)570-2228分機7224

slh161@sinlau.org.tw

(06)726-3333分機33062

901217@mail.chimei.org.tw

(06)274-8316分機4082

slh187@sinlau.org.tw

(05)276-5041分機7000
(05)275-6000分機1831、
1832
(05)587-1111分機2132
(06)622-6999分機72150
(06)281-2811分機53056
0978-257268
0919-856929
(06)222-1111分機1137
(05)225-2000分機3785
(05)691-5151分機2170
(07)555-2565分機2402

01682@cych.org.tw
H5P0-1@stm.org.Tw
H5P0@stm.org.Tw
PH2279@mail.stjoho.org.tw
0000398@mail.stjoho.org.tw
816460@cch.org.tw
clh2330@mail.chimei.org.tw
cmh9038@mail.chimei.org.tw
N70335@mail.tmanh.org.tw
n72265@mail.tmanh.org.tw
plan@kgh.com.tw
q2765041@yahoo.com.tw
d28901142@cgmh.org.tw
daisy10012000@yahoo.com.tw

(07)291-1101分機8964

790338@mail.kmuh.org.tw

(07)751-1131分機2243
(07)751-3171分機2362
(07)661-3811分機1419
(08)736-3011分機2510
(08)889-2704分機2202
(06)926-1151分機50725

pai3586@gmail.com
fujung@kcg.gov.tw
fccnacls6811267@chis.mohw.gov.tw
hui@pntn.mohw.gov.tw
ward22012201@gmail.com
00277@pngh.mohw.gov.tw

0906-728839

lili@ngh.com.tw

(07)749-5468
(08)756-0756分機570
(07)346-8337
(08)770-4115分機612

dp802@mail.802.org.tw
chw611120@yahoo.com.tw
yplu@vghks.gov.tw
nj54092@mail.vhlc.gov.tw

(05)633-7333分機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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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出院準備及追蹤管理」之醫院諮詢窗口
序號 分區

醫院名稱(依機構代號排序)

191 高屏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192 高屏 燕巢靜和醫療社團法人燕巢靜和醫院
193 高屏 愛仁醫療社團法人愛仁醫院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
194 高屏
經營）
195 高屏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196 高屏 安和醫療社團法人安和醫院
197 高屏 優生醫療社團法人優生醫院
198 高屏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199 高屏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200 高屏 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
201 高屏 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
202 高屏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203 高屏
醫學大學經營）
204 高屏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205 高屏
經營）
206 高屏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207 高屏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208 高屏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209 高屏
醫院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210 高屏
醫學大學經營)
211 高屏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
212 高屏
醫院
213 高屏 健仁醫院
214 高屏 右昌聯合醫院
215 高屏 德謙醫院
216 高屏 原祿骨科醫院
217 高屏 惠仁醫院
218 高屏 新華醫院
219 高屏 安泰醫院
220 高屏 博愛蕙馨醫院
221 高屏 新高醫院
222 高屏 七賢脊椎外科醫院
223 高屏 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224 高屏 上琳醫院
225 高屏 惠德醫院
226 高屏 杏和醫院
227 高屏 惠川醫院
228 高屏 建佑醫院
229 高屏 國仁醫院
230 高屏 民眾醫院
231 高屏 茂隆骨科醫院
232 高屏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233 東區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234 東區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窗口

電子郵件
y6273@yuanhosp.com.tw
y3024@yuanhosp.com.tw
102953@mail.jing-ho.com.tw
airenicd@gmail.com

黃個管師
林護理長
邱組長
吳副護理長
孫護理師
駱護理師
林護理長
蔡護理師

電話
0921-230027
0963-352117
(07)615-6555分機119
(07)311-9967
(07)622-2131分機51206、
51138
(08)766-5995分機1377
(08)765-1828分機704704
(08)738-2222分機123
(08)780-0888分機633
(08)832-9966分機2015
(08)889-4568分機68
(08)762-2670分機1137
(08)878-9991分機181

黃護理長

(07)803-6783分機3433

870409@kmhk.org.tw

葉個管師

(07)223-8153分機2294

dp01@mail.joseph.org.tw

朱出院準備護理師

(07)741-8151分機3355

c19701243@cgmh.org.tw

楊護理長
陳護理師
吳個管師

(07)731-7123分機2074
(07)615-0011分機5687
(08)736-8686分機1233

ysll0717@adm.cgmh.org.tw
ed101412@edah.org.tw
02126@ptch.org.tw

李個管師

(07)3121101分機5323

830226@ms.kmuh.org.tw

吳護理長

(07)571-1188分機1302

yuh3850@gmail.com

張護理師

(08)832-3146分機1536

1200134@fy.org.tw

張個管師

(07)703-0315分機3110

Thmh_dp@mail.khja.org.tw

洪主任
陳護理長
郭直員
何行政人員
林申報人員
吳護理長
顏組長
廖申報人員
李督導
顏護理師
沈申報人員
韓護理長
賴護理師
黃護理長
蘇護理師
陳護理長
蘇出院準備護理師
劉護士
陳護理長
力護理師
卓護理師
賈護理師

fen@jiannren.org.tw
youchang.nd.8888@yahoo.com.tw
su_fen@kimo.com
abc76235127@yahoo.com
hwi.gin@msa.hinet.net
shinhua@bewins.com.tw
anti7856@ms48.hinet.net
bhs8628880@gmail.com
newhigh.rcw1001111@yahoo.com.tw
yichin26@gmail.com
shenli1960@hotmail.tw
ccsss.lucky@msa.hinet.net
hd.t2611@msa.hinet.net
hsingho1@yahoo.com.tw
hshp.d0401@msa.hinet.net
orhn250@yahoo.com.tw
t571029@yahoo.com.tw
march493618@gmail.com
mawlong7801915@gmail.com
lipinma7@gmail.com
jycho@hwln.mohw.gov.tw
floriane0601@gmail.com

陳護理師
江護理師
林護理師
童護理長
林護理師

3n0065@ks.org.tw
com1367@mail.paochien.com.tw
anner@ms26hinet.net
usheng.nurse222@gmail.com
b102015@mail.tsmh.org.tw
dsp99@mail.tsmh.org.tw
odin44442003@gmail.com
homecare0412@gmail.com
fl.gh@msa.hinet.net

241 東區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孫護理長

242 東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243 東區
壽豐分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
244 東區
馬偕紀念醫院
245 東區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246 東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濟醫院
247 東區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更新日期：110年2月9日

歐護理師

(07)351-7166分機2111
(07)364-3388分機8001
(07)321-0981分機905
(07)237-1013分機106
(07)201-0196分機213
(07)287-6080分機300
(08)801-7856分機613
(07)862-8880分機6301
(07)382-8814分機1022
(07)238-5878分機808
(07)285-5999分機865
(07)282-8668分機3017
(07)812-6000分機1200
(07)761-3111分機1500
(07)622-9292分機1311
(07)643-7901分機961
(08)722-3000分機162
(08)732-5455分機113
(08)780-1915分機224
(08)8892293分機423
(03)835-8141分機3112
(03)888-6141分機3018
(089)324-112 分機1190
0975890718
(03)826-3151分機815188
(03)876-4539分機345
(03)888-3141分機471
(089)222-995分機2011
(03)856-1825分機12405
(03)8241223、
8241350
(03)888-2718分機606

池管理師

(03)866-4600分機2120

eric620@mch.org.tw

王護理師

(089)310-150分機382

ai004@mmh.org.tw

宋護理師
王護理師
邱武個管師

(089)323-362分機1202
(089)814-880分機306
(089)322-833分機300

may@tch.org.tw
wang_allen@tzuchi.com.tw
n00097@st-mary.org.tw

235 東區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陳護理師

236
237
238
239
240

管護理師
劉護理師
吳護理師
陳護理長
林護理師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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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4889@gmail.com
nd816220@gmail.com
pink80122@mail.vhyl.gov.tw
aysonwu@vhyl.gov.tw
a1500@vhtt.gov.tw
lovelucy@tzuchi.com.tw
ming5400@mch.org.tw
shayun604@tzuchi.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