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截至 104 年 6 月 1 日各縣市設置查詢「健康存摺」之醫院名冊
序號 特約類別
醫事機構簡稱
縣市別
電話號碼
新北市板橋區 (02)89667000
1 醫學中心 亞東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 (02)25433535
2 醫學中心 馬偕台北
台北市文山區 (02)29307930
3 醫學中心 萬芳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 (03)3281200
4 醫學中心 林口長庚
台北市松山區 (02)27135211
5 醫學中心 台北長庚
桃園市桃園區 (03)3384889
6 區域醫院 北榮桃園分院
桃園市桃園區 (03)3699721
7 區域醫院 桃園醫院
桃園市龍潭區 (03)4799595
8 區域醫院 國軍桃園總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 (037)261920
9 區域醫院 苗栗醫院
苗栗縣頭份鎮 (037)676811
10 區域醫院 為恭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 (03)3179599
11 區域醫院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 (03)3613141
12 區域醫院 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 (03)4629292
13 區域醫院 天晟醫院
新竹市東區
14 區域醫院 馬偕醫院
(03)6119595
新竹縣竹北市 (03)5527000
15 區域醫院 東元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 (03)4941234
16 區域醫院 壢新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 (03)3698553
17 區域醫院 桃園療養院
新竹市北區
18 區域醫院 台大新竹分院
(03)5326151
桃園市楊梅區 (03)4782350
19 地區醫院 天成醫院
新竹縣湖口鄉 (03)5993500
20 地區醫院 仁慈醫院
新竹市東區
21 地區醫院 國泰新竹醫院
(03)5278999
桃園市楊梅區 (03)4855566
22 地區醫院 怡仁醫院
苗栗縣苑裡鎮 (037)862387
23 地區醫院 苑裡李綜合醫院
苗栗市
24 地區醫院 大千醫院
(037)357125
新竹縣竹東鎮 (03)5943248
25 地區醫院 台大竹東分院
桃園市中壢區 (03)4631230
26 地區醫院 中壢長榮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 (03)3196200
27 地區醫院 長庚桃園分院
苗栗縣頭份鎮 (037)676811
28 地區醫院 崇仁醫院
新竹縣竹東鎮 (03)5962134
29 地區醫院 北榮新竹分院
苗栗縣頭份鎮 (037)682666
30 地區醫院 重光醫院
桃園市大園區 (03)3867521
31 地區醫院 大園敏盛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 (03)2807722
32 地區醫院 承安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 (03)4929929
33 地區醫院 陽明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 (03)3617985
34 地區醫院 德仁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 (03)4577200
35 地區醫院 華揚醫院
桃園市龍潭區 (03)4794151
36 地區醫院 龍潭敏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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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 (03)4025866
37 地區醫院 秉坤婦幼醫院
桃園市新屋區 (03)4971989
38 地區醫院 部桃新屋
新竹市北區
39 地區醫院 國軍新竹醫院
(03)5348181
苗栗縣苗栗市 (037)361188
40 地區醫院 弘大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 (03)4225180
41 地區醫院 新國民醫院
新竹市東區
42 地區醫院 南門醫院
(03)5261122
新竹縣竹北市 (03)5557188
43 地區醫院 大安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 (03)4220606
44 地區醫院 新永和醫院
45 地區醫院 仁愛之家附設苗栗新生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 (037)320988
苗栗縣苗栗市 (037)355909
46 地區醫院 大川醫院
苗栗縣大湖鄉 (037)997666
47 地區醫院 大順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 (037)369936
48 地區醫院 大千醫院南勢分院
苗栗縣竹南鎮 (037)476589
49 地區醫院 慈祐醫院
台中市北區
50 醫學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22062121
彰化縣彰化市 (04)7238595
51 醫學中心 彰化基督教醫院
台南市北區
52 醫學中心 成大醫院
(06)2353535
臺南市永康區 (06)2812811
53 醫學中心 奇美醫院（含奇美分院）
臺南市柳營區 (06)6226999
54 區域醫院 奇美柳營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 (05)7837901
55 區域醫院 中醫北港醫院
台南市東區
56 區域醫院 新樓醫院
(06)2748316
臺南市麻豆區 (06)5702228
57 區域醫院 新樓麻豆醫院
嘉義市西區
58 區域醫院 中榮嘉義分院
(05)2359630
嘉義縣朴子市 (05)3621000
59 區域醫院 長庚嘉義醫院
嘉義市東區
60 區域醫院 嘉基醫院
(05)2765041
台南市東區
61 區域醫院 南市立醫院
(06)2609926
嘉義市東區
62 區域醫院 聖馬爾定醫院
(05)2756000
台南市
63 區域醫院 郭綜合醫院
(06)2221111
臺南市安南區 (06)3553111
64 地區醫院 市立安南醫院
臺南市佳里區 (06)7263333
65 地區醫院 奇美佳里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 (07)3422121
66 醫學中心 高雄榮總醫院
高雄市鳥松區 (07)7317123
67 醫學中心 高雄長庚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 (07)3121101
68 醫學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 (07)7496751
69 區域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 (03)8886141
70 地區醫院 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 (03)8883141
71 地區醫院 北榮玉里分院
花蓮縣鳳林鎮 (03)8764539
72 地區醫院 北榮鳳林分院
2

附件2、「健康存摺」網頁操作方式

圖一、健保署官網「健康存摺」連結圖示。

圖二、
「健康存摺」系統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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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登入「健康存摺」系統後先點選「資料申請」
，於 10 分鐘內再點
選「重新整理」，即可查詢及下載申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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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牙科健康存摺」資料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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