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承作院所暨團隊名單
群組

矯正機關別

1 宜蘭監獄
2

基隆監獄
基隆看守所

3

金門監獄(不含
連江分監)

臺北看守所
4 臺北女子看守所
臺北少年觀護所

5 新店戒治所
6 臺北監獄
臺北監獄桃園分
監
7
桃園監獄
桃園少年輔育院

8

桃園女子監獄
八德外役監獄

新竹監獄
9 誠正中學
新竹看守所

10 苗栗看守所

承作院所
承作院所團隊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
六福中醫診所(3834021389)
母醫院(12340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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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60015)
(0111070010)
永生牙醫診所(3711020033)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0190030516)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133104051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113101001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0931010016)
(013106002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0431270012)
康健診所(350101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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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030015)
醫院(1231050017)
永生牙醫診所(3711020033)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0132010014)
服務處(0532090029)
家和牙醫診所(3732012755)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0632010014)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0132010023)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0132010014)
(0132110519)
尚恩牙醫診所(3732121188)
范姜皮膚科診所(3532016017)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0932020025)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德仁醫院(1532011163)
(0132010014)
興豐牙醫診所(3732081634)
瑞康牙醫診所(3732013663)
高昇牙醫診所(3733080015)
禮正牙醫診所(3712010344)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
(1112010519)
療服務處(0512040014)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1133060019)
林鴻欣皮膚科診所(3533081563)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1135050020)
大千綜合醫院(1535010051)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0935010021)
大全張牙醫(3717030435)
1

群組

矯正機關別

承作院所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附設培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317050017)
德醫院(071707051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
(131702051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
(13360100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臺中女子監獄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338030015)
12 臺中看守所
(1317050017)
惠盛醫院(1503010018)
臺中戒治所
陽光精神科醫院(1536040535)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
(0717070516)
中英診所(350301025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員工診所(3503100091)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0138030010)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0138010027)
許內兒科診所(3538010304)
陳文裕內兒科診所(3538010171)
13 南投看守所
竹山秀傳醫院(1538041101)
中心診所(3538010144)
義德診所(3538011678)
健華牙科診所(3738011403)
德林婦產科診所(德林聯合門
診)(3538011767)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0937010019)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013717051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317040011)
彰化看守所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 洪宗鄰醫療社團法人洪宗鄰醫院
14 彰化監獄
(0937080012)
彰化少年輔育院 念醫院(1137020511)
仁和醫院(1537070028)
員林何醫院(1537050071)
大全張牙醫診所(3717030435)
理想牙醫聯合診所(373701055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明潔牙醫診所(3739010204)
15 雲林監獄
雲林分院(0439010518)
順美牙醫診所(373905004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043901051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6 雲林第二監獄
廖寶全診所(3539032037)
斗六分院(0439010527)
明潔牙醫診所(3739010204)
福康牙醫診所(3739031276)
11

臺中監獄(含外
役監獄)

承作院所團隊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康平皮膚科診所(3535012164)
舒康診所(3535012235)
德恩診所(3535012217)

2

群組

矯正機關別

嘉義監獄
嘉義看守所
臺南監獄(不含
18 明德戒治分監)
臺南少年觀護所
17

承作院所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承作院所團隊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健康美學牙醫診所(3739031347)
順美牙醫診所(3739050048)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0622020017)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
社團法人經營)(0905320023)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
建經營(130537001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分院
(112102001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看守所
(1141090512)
明德外役監獄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臺南監獄明德戒 (1141310019)
(1105050012)
治分監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
營)(0905320023)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0641310018)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分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1121020014)
20 臺南第二監獄
院(11410905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1105050012)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0141010013)
高雄榮民總醫院(0602030026)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21 高雄監獄
(0543010019)
服務處(0502080015)
國軍高雄門診中心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2502090013)
高雄榮民總醫院(0602030026)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屏東民眾診療服務處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22 高雄女子監獄
(0543010019)
服務處(0502080015)
國軍高雄門診中心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2502090013)
高雄第二監獄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23 明陽中學
(0502030015)
務處(0542020011)
高雄戒治所
屏安醫院(1543060010)
屏東監獄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
24
龍泉牙醫診所(3743131118)
屏東看守所
醫院(1143010012)
萬丹牙醫診所(3743051124)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 (0501110514)
25 澎湖監獄
診療服務處(0544010031)
江明儒耳鼻喉科診所(3544011639)
陽明金福藥局(5944011406)
3

承作院所團隊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0145010019)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26 花蓮監獄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服務處(0545040515)
(1145010038)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27 自強外役監獄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0645020015)
服務處(0545040515)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28 花蓮看守所
服務處(0545040515)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關山慈
29 臺東戒治所
(1146010032)
濟醫院(1146030516)
臺東縣海端鄉衛生所(2346130016)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30 臺東監獄
大安牙醫診所(3746011346)
(0146010013)
明正牙醫診所(3746011382)
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31 岩灣技能訓練所
大春中醫診所(3846011197)
(0646010013)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
32 東成技能訓練所
醫院(1146010032)
安康診所(3546110528)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綠島鄉衛生所(2346110014)
33 綠島監獄
(0146010013)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1146010032)
東河鄉衛生所(2346070015)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34 泰源技能訓練所
大春中醫診所(3846011197)
(1146010014)

群組

矯正機關別

承作院所
院所名稱全銜(機構代碼)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