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5年臺中市各醫院提供診療服務優惠內容摘要 

就診優待手續：就醫批價時，應主動出示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員工證、退休證、退休協會會員證或機關開立身分證明文件），必要

時，配合醫院要求出具其他身分證明證件。未出示或不配合醫院要求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者，醫院得不給予相關醫療優惠。 
編

號 
醫院名稱 就診優待對象 醫療服務 衛生教育及其他 備註 

1 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之全體
現職員工（如附件 1） 

一、門診、急診掛號費 8折優惠；健保局不給付之醫療
費用依醫院之優待辦法（如附件 2）計收。 

二、自費健康檢查（全日型、半日型）原價 9折優惠。
健康檢查費已另訂優惠價格者，不再折扣。 

三、正子全身斷層掃描（癌症篩檢專案）、心臟與肺部電
腦斷層檢查、全身磁振造影專案： 
(一) 上午檢查時段 08：00-12：00，9折優惠。 
(二) 下午檢查時段 13：00-17：00，8折優惠。 
（三）本辦法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同時使用，敬請擇

優辦理。 

一、健檢、門診、急診、住院醫療之服務
事宜。 

二、年度健康檢查事宜。 
三、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四、提供免費保健講座，配合參與相關之

公益活動。 
 

 

2 行政院國
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
委員會臺
中榮民總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員工、員工眷屬及公
教退休人員 
 
 

無。 一、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電話：（04）
23592525轉 2561 

二、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電
話：（04）23592525轉 2531或 2535 

 

3 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
醫院 

本府一級機關員工
（不含技工、工友、
約聘僱人員、臨時人
員） 

一、持身分證明文件可享減免掛號費新臺幣 50 元優待。 
二、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及材費、診

斷書等恕無折扣。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三、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四、本府人員若遇緊急傷病事件，醫院得

協助通知配合之特約救護車作緊急
運送之服務，所需費用由本府人員自
行負擔。 

 

4 仁愛醫療
財團法人
大里仁愛
醫院 

限本府一級機關之全
體現職員工 

一、門急診部分：門診、急診免掛號費。 
二、住院部分：病房費差額 9折優待，健保未給付項目

（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大量傷患事故需緊急醫療支援時，可透過醫院急診

室調派救護車及醫護人員到場施行處置，若因病情

一、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二、若本府舉辦醫療相關講座需要醫院 

協助時，醫院將以當年度有健檢合作
關係者為優先，本府以去函方式提出
申請，醫院視本府需求及當時醫院人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5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5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5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61706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61706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61706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61706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61706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61706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4001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4001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4001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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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住院者，則可免收救護車費用，餘者則需按批
價收費標準繳交費用。 

四、本府員工自費健診及勞工體檢時，醫院應視服務項
給予特別優惠。 

力資源狀況予以協助。 

5 仁愛醫療
財團法人
台中仁愛
醫院 

限本府一級機關之全
體現職員工 

一、門急診部分：門診、急診免掛號費。 
二、住院部分：病房費差額 9折優待，健保未給付項目

（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大量傷患事故需緊急醫療支援時，可透過醫院急診

室調派救護車及醫護人員到場施行處置，若因病情
需要住院者，則可免收救護車費用，餘者則需按批
價收費標準繳交費用。 

四、本府員工自費健診及勞工體檢時，醫院應視服務項
給予特別優惠。 

一、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二、若本府舉辦醫療相關講座需要醫院 

協助時，醫院將以當年度有健檢合作 
關係者為優先，本府以去函方式提出 
申請，醫院視本府需求及當時醫院人 
力資源狀況予以協助。 

 

6 光田醫療
社團法人
光田綜合
醫院沙鹿
總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 門診、急診掛號費 5折優惠。 
二、 病房費 9折優待（健保給付外，自費差額 9折優待）。 
三、 自費做電腦斷層（CT）、核磁共振造影（MRI）自費

部份 9折優待。 
四、 本府於工作場所範圍內遇有緊急病患使用該院之救

護車載送回該院緊急處理，診療救護車費用免費優
待（其他科不在此優待範圍）；載出一律不優待。 

五、 該院提供本府員工自費接受全身健康檢查（限半日
檢以上類別）一律 9折優待，若當月另有優惠專案
則不再另行折扣優惠。 

一、 本府若需辦理衛生教育訓練及醫療
諮詢時，由該院協助辦理。 

二、 體檢專線：04-26633533 
三、 服務台電話：04-26629630、

04-26625111*2149 

 

7 光田醫療
社團法人
光田綜合
醫院大甲
分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門診、急診掛號費 5折優惠。 
二、 病房費 9折優待（健保給付外，自費差額 9折優待）。 
三、自費做電腦斷層（CT）、核磁共振造影（MRI）自費

部份 9折優待。 
四、本府於工作場所範圍內遇有緊急病患使用該院之救

護車載送回該院緊急處理，診療救護車費用免費優
待（其他科不在此優待範圍）；載出一律不優待。 

五、該院提供本府員工自費接受全身健康檢查（限半日
檢以上類別）一律 9折優待，若當月另有優惠專案
則不再另行折扣優惠。 

本府若需辦理衛生教育訓練及醫療諮詢
時，由該院協助辦理。 
 

 

8 衛生福利
部臺中醫
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至醫院就醫時，持有重大傷病、福保、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及 70歲以上老人者免門診掛號費；持重大傷
病、福保者並免收急診掛號費。 

二、醫院可提供本府之受檢事業單位依制式健檢套餐雙
方約定專案價收費。 

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院派
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或安排義診活
動。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20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5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11703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11703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1170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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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院可提供本府之受檢事業單位依制式健檢套餐以
健保價 9折收費。 

9 衛生福利
部豐原醫
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及其眷
屬 

一、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可享 9折優惠，若遇特惠方案
期間則不得再予以優惠，其他院內方案則以健檢中
心當時公佈價格為主。 

二、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材料費、
診斷書等，恕無折扣。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或安
排義診活動。 

二、提供醫療保健、轉診、轉檢之免費諮
詢服務，請洽 04-25271180轉 1105。 

 

10 李綜合醫
療社團法
人大甲李
綜合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及其眷
屬 

一、門（急）診部分 
(一) 掛號費：優免新臺幣 50元。 
(二) 自費電腦斷層掃瞄（CT）、核磁共振（MRI）、體

外震波碎石術（ESWL）9折優待。 
(三) 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依法恕不優待。 

二、住院部分 
(一) 自費病房費差額 9折優待。 
(二) 自費電腦斷層掃瞄（CT）、核磁共振（MRI）、體

外震波碎石術（ESWL）、手術費、檢驗費 9折優
待（檢驗作業外送時不優待）。 

(三)  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依法恕不優待。 

本府如有需要辦理衛生教育，可洽該院協
助辦理。 
 

 

11 國軍臺中
總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員工
配偶、員工直系眷屬
及公教退休人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與急診掛號 9折優
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若遇特惠方案期間則不得再予以優惠，其
他院內方案則以健檢中心當時公佈價格為主。 

四、依健保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材料費、診
斷書等恕無折扣。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與轉診、轉檢
之免費諮詢服務。 

 

 

12 童綜合醫
療社團法
人童綜合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優待 50元、急診
掛號優待 100元優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病房費自費差額 9折優
待。 

三、如需健保自費電腦斷層（CT）、核磁共振造影 1.5T
（MRT）檢查 9折優待。 

四、本府員工及員眷（限一等親）至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照護，每月 95折優待。 

五、本府員工於工作場所範圍內需要急診並使用醫院救
護車載入者，梧棲、沙鹿、清水、龍井、大肚、大
雅、神岡免費優待；其他地方 9折優待（載出一律

本府若有需要辦理員工衛生教育訓練、醫
療諮詢或健康講座及該院場地租用，由該
院協助優惠辦理。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13601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13601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13601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3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3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3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3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53619001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53619001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60016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60016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60016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3606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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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優待），救護車專線：0800-557995或 0800-557119 
13 澄清綜合

醫院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員工配偶及
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教退休人
員、其配偶及其
直系眷屬。 

三、臺中市公教退休
人員協會之會
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及急診掛號 5折優
惠。 

二、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三、辦理員工自費健診時，醫院應視服務項目給予 9折
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或安
排義診活動。 

二、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三、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14 澄清綜合
醫院中港
分院 

本府所屬機關之全體
員工、員工配偶及員
工一等直系血親 

一、憑識別證件可享掛號費 6折（急診亦同），（現門診
掛號費 100元、急診掛號費 250元）。 

二、個人高級健康檢查費 9折。 
三、中港院區住院病房費差額 95折。 

本府定期舉辦之各項醫療健康講座，可提
供相關講師人力，費用由本府負擔。 

 

15 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
醫院中興
分院 

本府一級機關員工
（不含技工、工友、
約聘僱人員、臨時人
員） 

一、持身分證明文件可享減免掛號費新臺幣 50 元優待。 
二、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及材費、診

斷書等恕無折扣。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三、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四、本府人員若遇緊急傷病事件，醫院得

協助通知配合之特約救護車作緊急
運送之服務，所需費用由本府人員自
行負擔。 

 

16 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
醫院豐原
分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 8折優惠。 
二、其他優惠詳如附件 3。 

一、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二、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17 友仁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急）診掛號費 85折優
惠。（不含部分負擔）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85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不
含部分負擔）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85
折優惠，若遇特惠方案期間則不得再予以優惠，其
他院內方案則以健檢中心當時公佈價格為主（新進
員工勞工體檢 800元已優待）。 

無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1111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1111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6103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6103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6103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4003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4003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4003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1704003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3601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3601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3601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33601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70031


5 

18 太平澄清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8折優待，健
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19 本堂澄清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員工
配偶、直系眷屬及公
教退休人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5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二、依健保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材料費、診
斷書等，恕無折扣。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該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或安
排義診活動。 

二、本府辦理員工自費健診時，該院應視
服務項目給予特別優惠。 

 

20 宏恩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費減免。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21 宏恩醫院
龍安分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費減免。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22 杏豐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員工
配偶、員工直系眷屬
及公教退休人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優免。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四、本府辦理員工自費健診時，醫院應視服務項目給予

特別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23 明德醫院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員工配偶及
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教退休人
員、其配偶及其
直系眷屬。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及急診掛號 8析優
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7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四、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及材料費、
診斷書等恕無折扣。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9006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9006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8113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8113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4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411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411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01130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0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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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辦理員工自費健診時，醫院應視服務項目給予
特別優惠。 

24 泰安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員工、員工配偶及直
系眷屬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優免。 
二、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5

折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25 財團法人
臺灣省私
立臺中仁
愛之家附
設靜和醫
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優免。 
 

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院派
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26 國軍臺中
總醫院附
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中清分院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員工配偶及
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教退休人
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及急診掛號 9折優
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若遇特惠方案期間則不得再予以優惠，其
他院內方案則以健檢中心當時公布價格為主。 

四、依健保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材料費、診
斷書等恕無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27 清海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折 50元優惠。 無  

28 第一醫院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員工配偶及
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教退休人
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 5折優惠。 
二、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材料費、

診斷書等，恕無折扣。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29 勝美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員工
眷屬及公教退休人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門診掛號費 50元。 
二、依健保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材料費、診

斷書等恕無折扣。 
三、住院病房費差額 8折優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

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8114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41703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41703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41703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41703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41703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41703001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51705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51705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51705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51705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51705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20010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11103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5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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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惠盛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 8折優惠。 
二、其他優惠詳如附件 4。 

一、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二、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31 順天醫療
社團法人
順天醫院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員工配偶及
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教退休人
員、其配偶及其
直系眷屬。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 9.5折優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5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5

折優惠。 
 

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32 順安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及其眷
屬 

一、門（急）診部分 
（一）掛號費：優免新臺幣 50元。 
（二）自費電腦斷層掃瞄（CT）、核磁共振（MRI）、體

外震波碎石術（ESWL）9折優待。 
（三）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依法恕不優待。 

二、住院部分 
（一）自費病房費差額 9折優待。 
（二）自費電腦斷層掃瞄（CT）、核磁共振（MRI）、 

體外震波碎石術（ESWL）、手術費、檢驗費 9折
優待（檢驗作業外送時不優待）。 

（三）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依法恕不優待。 

本府如有需要辦理衛生教育，可洽該院協
助辦理。 
 

 

33 新菩提醫
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員工
配偶及員工直系眷屬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費 50元及急診
掛號費 100元。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8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8
折優惠。 

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34 臺安醫院
雙十分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及急診掛號 8折
優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四、本府辦理員工自費健診時，醫院應視服務項目給予
專案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
醫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三、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35 澄清復健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員工

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掛號 7折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
醫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03010018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0326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0326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0326001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031116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20106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20106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5112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17051125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03290016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0329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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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及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
醫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
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36 賢德醫院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員工配偶及
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教退休人
員、其配偶及其
直系眷屬。 

三、本市公教退休人
員協會之會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及急診掛號免費優
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四、本府員工自費健診時，醫院應視服務項目給予 9折
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
醫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
動。 

二、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三、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37 豐安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公教
退休人員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掛號費全免，繳交部分負
擔（含藥費）。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急診掛號 9折優惠。 
三、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四、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9

折優惠。 

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院派
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38 霧峰澄清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5折優待，健
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一、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二、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39 林新醫療
社團法人
林新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憑員工證可享門診掛號費 9折、急診掛號費 9折。 
二、本府員工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含璀璨人生、舒適

人生方案）可享定價 9折優惠，若遇特惠方案期間
則不得再予以優惠，其他院內方案則以健檢中心當
時公佈價格為主。 

三、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及材料費、
診斷書等，恕無折扣。 

四、就醫時，醫院得優先診治，若需住院診療，醫院得
優先提供病床。 

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院派
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90076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010046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1707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1707002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1707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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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醫期間應遵守醫院一切規定，違者得停止其診療
或通知出院，就醫所需費用，不得拒付。 

40 財團法人
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
臺中分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及急診掛號 5折優
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9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精緻一日型、高科技（5000型以上之電層掃描、磁
振照影、正子照影）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
件可享 9折優惠。 

四、辦理員工自費健診時，視服務項目給予停車優惠。 

無  

41 清泉醫院 本府辦公大樓所屬機
關學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 

一、門診掛號費 7折優待。 
二、急診掛號費 7折優待。 
三、病房費自付差額 9折優待。 
四、自費電腦斷層(CT)檢查 9折優待（核磁共振 MRI除

外）。 
 

一、本府若有需要辦理員工之衛生教育及
醫療諮詢時，醫院得視狀況協助辦
理。 

二、合乎優待的對象於工作場所遇有緊急
病況需使用醫院救護車載入者，免費
優待。救護車專線：04-25650119。 

 

42 祥恩醫院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全體現職員
工、員工配偶及
員工直系眷屬。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教退休人
員、其配偶及其
直系眷屬。 

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門診免掛號費優惠。 
二、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住院病房費差額 8折優

待，健保未給付項目如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三、至醫院全身健康檢查，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可享 8

折優惠，若遇特惠方案則不再予以優惠，其他院內
方案則以當時院內公佈價格為主。 

四、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及材料費、
診斷書等恕無折扣。 

五、本府辦理員工自費健診時，醫院應視服務項目給予
特別優惠。 

一、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二、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
院派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義診活動。   

三、提供醫療保健諮詢服務。 
四、提供轉診、轉檢之免費諮詢服務。 

 

43 達明眼科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及學生 

員工需持身分證明相關文件、學生（幼兒園、國中小）
憑視力檢查單、高中以上憑學生證就診： 
◎眼科： 
一、掛號費：免費 
二、各項自費藥品 9折優惠（健保藥費部分負擔不計入

優惠範圍內）。 
三、兒童近視控制（角膜塑型）折價 2,000元（以度數

定價）。 
四、配鏡優惠折價 500元（特價品除外）。 

無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09051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09051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09051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136090519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10008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011294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200022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15362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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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上優惠不得與其他專案併用。 
◎醫學美容： 
一、醫學美容自費產品，各項療程一律 9折（特價品除

外）。 
二、各項微整型、雙眼皮、眼袋，另包期課程享特惠價，

付現金再折 1,000元。 
◎復健科： 
一、掛號費：免費。 
二、免費足壓篩檢。 

44 維新醫療
社團法人
台中維新
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 

一、持身分證正本暨員工證明相關文件可享掛號費優
免及自費費用 8折優待。 

二、依健保局規定收取之部分負擔、高價藥、材料費、
診斷書等，恕無折扣。 

本府若有教育訓練課程活動，可洽醫院派
專業醫護人員做專題演講。 

 

45 美德醫院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
全體現職員工及其眷
屬 

一、門（急）診部分 
（一）掛號費：優免新臺幣 50元。 
（二）自費電腦斷層掃瞄（CT）、核磁共振（MRI）、體

外震波碎石術（ESWL）9折優待。 
（三）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依法恕不優待。 

二、住院部分 
（一）自費病房費差額 9折優待。 
（二）自費電腦斷層掃瞄（CT）、核磁共振（MRI）、 

體外震波碎石術（ESWL）、手術費、檢驗費 9折
優待（檢驗作業外送時不優待）。 

（三）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依法恕不優待。 

本府如有需要辦理衛生教育，可洽該院協
助辦理。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1705002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1705002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17050027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_Detail.aspx?HospID=091705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