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1 頁，共 14 頁

縣市 責任醫院 電話 地址

臺北市 02-25433535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02-27861288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02-29307930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02-27093600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2-28353456

臺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8332211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2-23562264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2-25523234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02-23889595

臺北市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2-87923311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2-27372181

臺北市 博仁綜合醫院 02-25786677

臺北市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02-26345500

臺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 02-23021133

臺北市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02-27642151

臺北市 西園醫院 02-23076968

臺北市 財團法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02-27718151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02-27082121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02-28264400

102 年度各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指定性侵害責任醫院（診所）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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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11號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0號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2號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號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420巷26號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3號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2段270號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80號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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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02-27135211

臺北市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57026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02-29546200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02-29829111 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二號

新北市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 02-22490088 

新北市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02-22575151

新北市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

新北市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02-28094661

新北市 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

新北市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 02-66289779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02-29286060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院 02-22193391

新北市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 02-22765566

基隆市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02-24292525

基隆市 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02-24313131

宜蘭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03-9325192

宜蘭縣 羅東博愛醫院 03-9543131

宜蘭縣 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03-9544106

宜蘭縣 財團法人蘭陽仁愛醫院 03-9321888

桃園縣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03)3699721*2206

桃園縣 敏盛綜合醫院 (03)3179599*7360

桃園縣 壢新醫院 (03)4941234*2115

桃園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 (03)3613141*3316

桃園縣 國軍桃園總醫院 (03)2623332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基隆市信二路268號

基隆市麥金路222號

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1-83號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60號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1492號

桃園縣桃園市經國路168號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77號

桃園縣桃園市建新街123號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1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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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 (03)3281200*3284

桃園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03)3384889*1161

新竹市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03-6119595

新竹市 國立台灣大學新竹分院 03-5326151

新竹市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 03-5348181

新竹市 南門綜合醫院 03-5261122

新竹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03-5278999

新竹縣 東元綜合醫院 03-5527000*3166

新竹縣 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03-5993500*6336

新竹縣 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03-5962134*110

新竹縣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03-5943248*1159

新竹縣 許衡湘婦產科診所 03-5102022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037-357125

苗栗縣 為恭紀念醫院 037-676811

苗栗縣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037-261920*2154

苗栗縣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037-862387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22052121

台中市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04-25271180

台中市 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 04-22294411

台中市 中山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04-23899500

台中市 國軍台中總醫院 04-23934191

台中市 大里仁愛醫院 04-24819900

台中市 林新醫院 04-22586688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5號

桃園市成功路三段100號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90號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新竹市武陵路3號

新竹市林森路20號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678號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81號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52號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78號1樓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里恭敬路36號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128號

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168號

台中市育德路2號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台中市三民路一段199號

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台中市惠中路三段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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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04-24632000

台中市 光田綜合醫院 04-26625111

台中市 澄清醫院 04-22203171

台中市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04-26885599

台中市 童綜合醫院 04-26581919

台中市 大甲李綜合醫院 04-26862288

台中市 台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

台中市 和平鄉衛生所 04-25942781

台中市 梨山衛生所 04-25989540

台中市 東勢鎮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04-25771919

南投縣 新泰宜婦幼醫院  049-2227787*2001

南投縣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049-2358151*2510

南投縣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049-2912151*1179

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院 049-2624266*31029

南投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049-2990833*1806

南投縣 行政院衛生署南投醫院 049-2231150*2315

彰化縣 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04-7238595

彰化縣 行政院衛生署彰化醫院  04-8298686

彰化縣 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04-7813888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六號 

彰化縣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04-7256166

彰化縣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 04-8952031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05-5323911

雲林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       05-6337333

台中市中港路三段118號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台中市平等街139號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台中市梧棲區中棲路一段699號

台中市大甲區八德路2號

台中市中港路三段160號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3段132號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村中山路68號

台中市東勢區南平里豐勢路297號

南投縣名間鄉新街村彰南路571號之1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1段200號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2段75號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557南投縣復興路478號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2段80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358號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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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05-7837901

嘉義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 05-2765041

嘉義市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05-2756000

嘉義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05-2359630

嘉義市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05-2319090

嘉義縣 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 05-3790600*355

嘉義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05-3621000*2179

嘉義縣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院 05-2648000*5035

嘉義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05-2791072*1068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6-2353535

臺南市 台南市立醫院 06-2609926

臺南市 行政院衛生署臺南醫院 06-2200055

臺南市 郭綜合醫院 06-2221111

臺南市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台南新樓醫院 06-2748316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06-2812811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06-6226999

臺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06-5702228

臺南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06-3125101

臺南市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 06-6351131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06-7263333

臺南市 文華婦產科診所 06-6323388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123號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565號

嘉義市世賢路600號

嘉義市北港路312號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 42-50 號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6號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2段
6.8.10.12.14.18.20.22.23.24.25.27.4
4號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１段57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村201號

臺南市麻豆區小埤里苓子林20號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臺南市新營區信義街73號

臺南市佳里區興化里佳里興606號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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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分院 07-7317123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

高雄市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07-8031190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7-3121101

高雄市 義大醫院 07-6150011

高雄市 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07-6613811

高雄市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07-7511131

高雄市 健仁醫院 07-3517166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  07-7496751

高雄市 阮綜合醫院 07-3351121

高雄市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07-5712891

高雄市 07-2618131

高雄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07-2238153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07-5817121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3422121

屏東縣 行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 08-7363011*2115

屏東縣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2414

屏東縣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08-7665995*1360

屏東縣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08-8311265

屏東縣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08-8323146*1516

屏東縣 財團法人春基督教醫院 08-8880281          

花蓮縣 慈濟綜合醫院 03-8561825

花蓮縣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03-8241234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義大路1號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5號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1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屏東市大連路60號

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5號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一巷6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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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財團法人佛教玉里慈濟分院 03-8882718

花蓮縣 玉里榮民醫院 03-8883141

花蓮縣 鳳林榮民醫院 03-8763331

花蓮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 03-8260601

花蓮縣 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 03-8358141

花蓮縣 黃港生婦產科診所 03 8326316

花蓮縣 彭婦產科診所 038328215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１１５號

花蓮縣 里安診所 03-8883232

臺東縣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089-310150

臺東縣 佛教慈濟關山分院 089-814880

臺東縣 署立台東醫院 089-324112

臺東縣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089-323362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6-9211116

澎湖縣 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 06-9261151

金門縣 行政院衛生署金門醫院 082-332546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0836)23991~5

花蓮縣玉里鎮民權街1之1號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91號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1段2號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215-1號

花蓮縣玉里鎮復興街28號

台東縣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125-5號

台東縣台東市五權街1號

台東縣台東市開封街350號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16之8號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0號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2號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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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各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指定性侵害責任醫院（診所）名冊
担任胚胎採證責任醫

院（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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