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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醫院
衛教

(如：營養/復健/用藥)

居家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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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基隆市 基隆長庚醫院
出院準備護理師 顏小姐

02-2431-3131分機2175

出院準備護理師 顏小姐

02-2431-3131分機2175

出院準備護理師 顏小姐

02-2431-3131分機2175

出院準備護理師 顏小姐

02-2431-3131分機2175

002 基隆市 臺灣礦工醫院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57-9101分機523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57-9101分機523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57-9101分機523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57-9101分機523

003 基隆市
衛福部

基隆醫院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92-2525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92-2525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92-2525

出院準備護理師 馮小姐

02-2492-2525

004 台北市 三軍總醫院
社會服務室 張主任

02-8792-3311分機88171

社會服務室 張主任

02-8792-3311分機88171
無 無

005 台北市
三軍總醫院

松山分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社會服務室
無

006 台北市 中山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櫃台 出院櫃台 無

007 台北市
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分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櫃台 出院櫃台 無

008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

出院準備櫃檯

02-2552-3234分機3276

出院準備櫃檯

02-2552-3234分機3276

出院準備櫃檯

02-2552-3234分機3276

出院準備櫃檯

02-2552-3234分機3276

009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02-2709-3600分機1230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02-2709-3600分機1230
無

010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院區

  社會工作課

02-2388-9595分機2023

  社會工作課

02-2388-9595分機2023

  社會工作課

02-2388-9595分機2023

  社會工作課

02-2388-9595分機2023

011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婦幼院區

  社會工作課

02-2391-6471分機2610

  社會工作課

02-2391-6471分機2610

  社會工作課

02-2391-6471分機2610

  社會工作課

02-2391-6471分機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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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忠孝院區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02-2786-1288分機8783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02-2786-1288分機8783
無

013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

出院準備護理師 沈佳玲小姐

02-2835-3456分機6966

出院準備護理師 沈佳玲小姐

02-2835-3456分機6966

出院準備護理師 沈佳玲小姐

02-2835-3456分機6966

出院準備護理師 沈佳玲小姐

02-2835-3456分機6966

014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社工室 社工室 無

015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林森院區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016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中醫院區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017 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昆明院區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出院準備服務 施護理長

02-2591-6681分機1320

018 台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櫃台 出院櫃台 無

019 台北市
台大醫院

北護分院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2-2371-7101分機5119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2-2371-7101分機5119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2-2371-7101分機5119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2-2371-7101分機5119

020 台北市 宏恩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轉介相關機構或提供衛教訓練 轉介相關機構或提供衛教訓練 無

021 台北市 振興醫院
護理部

02-2826-4400分機6017

護理部

02-2826-4400分機6031

社會服務課 夏小姐

02-2826-4400分機2375

社會服務課 夏小姐

02-2826-4400分機2375

022 台北市 康寧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社工室 社工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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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台北市 博仁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櫃台 出院櫃台 無

024 台北市 萬芳醫院
2樓內科區健康諮詢服務台

02-2930-7930分機1234

2樓內科區健康諮詢服務台

02-2930-7930分機1234

2樓內科區健康諮詢服務台

02-2930-7930分機1234

2樓內科區健康諮詢服務台

02-2930-7930分機1234

025 台北市 臺北榮總
營養部個案營養師

02-2875-7472

護理部 胡護理師

02-2875-7458

社工課輪值人員

02-2875-7318

社工課輪值人員

02-2875-7318

026 台北市 臺安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櫃台 出院櫃台 無

027 台北市 關渡醫院
居家護理組 周小姐

02-2858-7000分機7809

居家護理組 周小姐

02-2858-7000分機7809

居家護理組 周小姐

02-2858-7000分機7809

居家護理組 周小姐

02-2858-7000分機7809

028 新北市 仁愛醫院
居家照護部

02-2683-4567分機2905

居家照護部

02-2683-4567分機2905

居家照護部

02-2683-4567分機2905

居家照護部

02-2683-4567分機2905

029 新北市
台大醫院

金山分院

護理部 劉旭華護理長

02-2498-9898分機2305

護理部 劉旭華護理長

02-2498-9898分機2305

護理部 劉旭華護理長

02-2498-9898分機2305
無

030 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三重院區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031 新北市
市立聯合醫院

板橋院區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出院準備股

02-29829111分機3253

032 新北市 亞東醫院
社工室

02-8966-7000分機1918

社工室

02-8966-7000分機1918

社工室

02-8966-7000分機1918

社工室

02-8966-7000分機1918

033 新北市 耕莘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2-2219-393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2-2219-393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2-2219-393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2-2219-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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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新北市 永和耕莘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林護理師

02-2928-6060分機13001

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02-2928-6060分機10157

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02-2928-6060分機10660

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02-2928-6060分機10660

035 新北市 新北仁康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櫃台 出院櫃台 無

036 新北市
衛福部

樂生療養院

出院準備組 趙小姐

02-8200-6600分機2197

出院準備組 趙小姐

02-8200-6600分機2197

出院準備組 趙小姐

02-8200-6600分機2197

出院準備組 趙小姐

02-8200-6600分機2197

037 新北市
衛福部

雙和醫院

第一醫療大樓2樓

預防醫學暨社區醫學部

02-2249-0088分機1111

各病房護理站 各病房護理站 各病房護理站

038 新北市 蕭中正醫院
吳慧群護理長

02-2968-8939

吳慧群護理長

02-2968-8939

吳慧群護理長

02-2968-8939

吳慧群護理長

02-2968-8939

039 桃園市 中壢長榮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03-463-1230分機1905

居家護理

03-463-1230分機1905
無 無

040 桃園市 天晟醫院
個管師

03-462-9292分機22839

居家護理師

03-462-9292分機23800

社工室

03-462-9292分機28834

社工室

03-462-9292分機28834

041 桃園市
臺北榮總

桃園分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各科個管師

社工室

03-286-8001分機1162

社工室

03-286-8001分機1162

042 桃園市 怡仁綜合醫院
出院準備組(1位)

03-485-5566分機6115

出院準備組(1位)

03-485-5566分機6115

社工室(2位)

03-485-5566分機2105

社工室(2位)

03-485-5566分機2105

043 桃園市 林口長庚醫院

轉介組

03-328-1200分機2823

(可請病房護士直接照會)

轉介組

03-328-1200分機2823

(可請病房護士直接照會)

轉介組

03-328-1200分機2823

(可請病房護士直接照會)

轉介組

03-328-1200分機2823

(可請病房護士直接照會)

044 桃園市 國軍桃園醫院 出院準備組
居服護理師

03-479-9595分機325945

社福室

03-479-9595分機326640

社福室

03-479-9595分機32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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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桃園市 敏盛醫院
出院準備護理師(2位)

03-317-9599分機7351

居服護理師(3位)

03-317-9599分機7352

社福室

03-317-9599分機7360、7361

社福室

03-317-9599分機7360、7361

046 桃園市 龍潭敏盛醫院
出院準備 曹護理師

03-479-4151分機5334

出院準備 曹護理師

03-479-4151分機5334

社工室 李惠雅

03-479-4151分機5336

社工室 李惠雅

03-479-4151分機5336

047 桃園市 新國民醫院
出院準備組 梁護理師

03-422-5180分機505

居護所 莊護理師

03-422-5180分機609

社工室 游小姐

03-422-5180分機803

社工室 游小姐

03-422-5180分機803

048 桃園市 楊梅天成醫院
社區醫學部個管師

03-478-2350分機62839

居家照護組

03-478-2350分機63800

社工室

03-478-2350分機68878

社區醫學部個管師

03-478-2350分機62839

049 桃園市 聖保祿醫院
個管師

03-361-3141分機6702

社區醫學部個管師

03-361-3141分機3329

個管師

03-361-3141分機6702

社區醫學部個管師

03-361-3141分機3329

050 桃園市
衛福部

桃園醫院

出院準備 張、廖護理師

03-369-9721分機4322、4323

居家護理

03-369-9721分機4108、4111

社工室

03-369-9721分機1272~1279

社工室

03-369-9721分機1272~1279

051 桃園市 壢新醫院
個管師

03-494-1234分機2954

居家護理 簡組長

03-494-1234分機8140

社工課 張雅惠

03-494-1234分機8112~8118
社工與個管師共同負責

052 新竹縣市
台大醫院

竹東分院
護理部 護理部 護理部

新竹復康巴士服務中心

03-562-4119

053 新竹縣市
台大醫院

新竹分院
護理部 護理部 護理部

新竹復康巴士服務中心

03-562-4119

054 新竹縣市 東元醫院
護理員 函宛于

03-552-7000分機1175

護理員 函宛于

03-552-7000分機1175

護理員 函宛于

03-552-7000分機1175
無

055 新竹縣市 培靈關西醫院
尤小姐

03-547-6399分機1130

尤小姐

03-547-6399分機1130

尤小姐

03-547-6399分機11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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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ms.com.tw/Homepage.aspx?SelectHospital=MSG
http://www.e-ms.com.tw/Homepage.aspx?SelectHospital=MSL
http://www.skmh.com.tw/
http://www.tcmg.com.tw/ym/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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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ygh.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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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ch.gov.tw/hch/hch_chine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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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苗栗縣 大千醫院 各護理站 各護理站 各護理站 無

057 苗栗縣 弘大醫院
呂護理長

037-361-188分機660

呂護理長

037-361-188分機660

呂護理長

037-361-188分機660
無

058 苗栗縣 協和醫院
社工室 黃小姐

037-352-631分機6002

社工室 黃小姐

037-352-631分機6002

社工室 黃小姐

037-352-631分機6002
無

059 苗栗縣 為恭醫院 各站護理師篩選 各站護理師篩選 各站護理師篩選 無

060 苗栗縣
衛福部

苗栗醫院

張護理師

037-261-920分機2249

張護理師

037-261-920分機2249

張護理師

037-261-920分機2249
無

061 台中市 大甲李綜合醫院
護理師 周佩甄

04-2686-2288分機2192

護理師 周佩甄

04-2686-2288分機2192

護理師 周佩甄

04-2686-2288分機2192

護理師 周佩甄

04-2686-2288分機2192

062 台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護理站 李佩燁、居靈怡

04-2473-9595分機34825

護理站 李佩燁、居靈怡

04-2473-9595分機34825

護理站 李佩燁、居靈怡

04-2473-9595分機34825

護理站 李佩燁、居靈怡

04-2473-9595分機34825

063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064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兒童醫院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邱小姐

04-2205-2121分機4243、4263

065 台中市 光田醫院

護理師 陳小姐0978-307-117

04-26364843(龍井)04-

26863000-6121(大甲)個管師

護理師 陳小姐0978-307-117

04-26364843(龍井)04-

26863000-6121(大甲)個管師

護理師 陳小姐0978-307-117

04-26364843(龍井)04-

26863000-6121(大甲)個管師

護理師 陳小姐0978-307-117

04-26364843(龍井)04-

26863000-6121(大甲)個管師

066 台中市 林新醫院
出院準備護理組 謝玓佩

04-2258-6688分機1818

出院準備護理組 謝玓佩

04-2258-6688分機1818

出院準備護理組 謝玓佩

04-2258-6688分機1818

出院準備護理組 謝玓佩

04-2258-6688分機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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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http://www.hopedoctors.com.tw/main.php
http://www.weigong.org.tw/
http://www.mil.mohw.gov.tw/index.asp
http://www.mil.mohw.gov.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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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tgh.com.tw/Reg_Index.asp?CatID=19&ModuleType=Y
http://www.lshos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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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台中市 烏日林新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徐小姐

04-23388766分機1629

出院準備服務 徐小姐

04-23388766分機1629

出院準備服務 徐小姐

04-23388766分機1629

出院準備服務 徐小姐

04-23388766分機1629

068 台中市 國軍臺中醫院
張小姐

04-2393-4191分機525226

張小姐

04-2393-4191分機525226

張小姐

04-2393-4191分機525226

張小姐

04-2393-4191分機525226

069 台中市 童綜合醫院
書記 楊雯婷

04-2658-1919分機4410

書記 楊雯婷

04-2658-1919分機4410

書記 楊雯婷

04-2658-1919分機4410

書記 楊雯婷

04-2658-1919分機4410

070 台中市 臺中榮總
護理師 林錦津、黃靜儀

04-23592525分機6415、6418

護理師 林錦津、黃靜儀

04-23592525分機6415、6418

護理師 林錦津、黃靜儀

04-23592525分機6415、6418

護理師 林錦津、黃靜儀

04-23592525分機6415、6418

071 台中市 澄清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4-2463-2000分機6632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4-2463-2000分機6632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4-2463-2000分機6632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4-2463-2000分機66326

072 台中市
澄清醫院

中港分院

護理師 楊采絨

04-2463-2000分機32645

護理師 楊采絨

04-2463-2000分機32645

護理師 楊采絨

04-2463-2000分機32645

護理師 楊采絨

04-2463-2000分機32645

073 台中市 澄清復健醫院
湯小姐

04-2239-3855分機81114

湯小姐

04-2239-3855分機81114

湯小姐

04-2239-3855分機81114

湯小姐

04-2239-3855分機81114

074 台中市
衛福部

臺中醫院

衛教師 劉小姐、朱小姐

04-2229-4411分機6240、6238

衛教師 劉小姐、朱小姐

04-2229-4411分機6240、6238

衛教師 劉小姐、朱小姐

04-2229-4411分機6240、6238

衛教師 劉小姐、朱小姐

04-2229-4411分機6240、6238

075 台中市
衛福部

豐原醫院

護理部

04-2527-1180分機2345

護理部

04-2527-1180分機2345

護理部

04-2527-1180分機2345

護理部

04-2527-1180分機2345

076 台中市 賢德醫院
護理部

04-2273-2551分機150

護理部

04-2273-2551分機150

護理部

04-2273-2551分機150

護理部

04-2273-2551分機150

077 彰化縣 二林基督教醫院
護理師

04-895-2031分機8017

出院衛教

(有需求可聯繫醫院居家復健員)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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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shosp.com.tw/
http://803.mnd.gov.tw/
http://zh-tw.sltu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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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彰化縣 員生醫院
護理部 雅菁

04-838-3995分機3817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員榮醫院)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社工)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079 彰化縣 員林基督教醫院
社區健檢處

04-838-1456分機2066

出院衛教

(可居家更換鼻胃管及居家復健)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社工)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080 彰化縣 員榮醫院
護理師 雪芬

04-832-6162分機2864

出院衛教

(可居家更換鼻胃管無居家復健)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社工)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081 彰化縣 鹿港基督教醫院
個管師 李小姐

0926-280-530

出院衛教

(有需求可聯繫醫院居家復健員)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082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護理師

04-723-8595分機3945

出院衛教

(有需求可聯繫醫院居家復健員)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083 彰化縣
衛福部

彰化醫院

護理師

04-529-8686分機7921

出院衛教

(有需求可聯繫醫院居家復健員)

出院衛教

(有需求由院方轉介)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

084 南投縣
衛福部

南投醫院
護理單位 病患/家屬自行向衛生局申請 病患/家屬自行與社會局聯繫 無

085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

北港附設醫院

社工處

05-783-7901分機1100

社工處

05-783-7901分機1100

社工處

05-783-7901分機1100

社工處

05-783-7901分機1100

086 雲林縣
台大醫院

雲林分院

護理之家

05-532-3911分機2283

護理之家

05-532-3911分分機2283

護理之家

05-532-3911分分機2283

護理之家

05-532-3911分分機2283

087 雲林縣
成大醫院

斗六分院

出院準備服務

05-533-2121分機5521

出院準備服務

05-533-2121分機5521

出院準備服務

05-533-2121分機5521

出院準備服務

05-533-2121分機5521

088 雲林縣 若瑟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05-633-7333分機2372

出院準備服務

05-633-7333分機2372

出院準備服務

05-633-7333分機2372

出院準備服務

05-633-7333分機2372

8/15 CL-02-1060001(共15頁)

http://www.ysh.org.tw/ch/default.asp
http://www.bc.cch.org.tw/
http://www.yuanrung.com.tw/ch/default.asp
http://www.rc.cch.org.tw/index.aspx
http://www.cch.org.tw/home.aspx
http://www.chhw.mohw.gov.tw/
http://www.chhw.mohw.gov.tw/
http://www.nant.mohw.gov.tw/
http://www.nant.mohw.gov.tw/
http://www.bh.cmu.edu.tw/cmubh/ch/index.php
http://www.bh.cmu.edu.tw/cmubh/ch/index.php
http://www.ylh.ntuh.gov.tw/YL/index.php
http://www.ylh.ntuh.gov.tw/YL/index.php
http://d6www.hosp.ncku.edu.tw/
http://d6www.hosp.ncku.edu.tw/
http://www.stjoho.org.tw/www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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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雲林縣 雲林基督教醫院
護理組

05-587-1111分機2132

護理組

05-587-1111分機2132

護理組

05-587-1111分機2132

護理組

05-587-1111分機2132

090 嘉義縣市
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

護理之家

05-235-9630分機3268

護理之家

05-235-9630分機3268

護理之家

05-235-9630分機3268

護理之家

05-235-9630分機3268

091 嘉義縣市 陽明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05-228-4567分機3354

出院準備服務

05-228-4567分機3354

出院準備服務

05-228-4567分機3354

出院準備服務

05-228-4567分機3354

092 嘉義縣市 聖馬爾定醫院
護理之家

05-228-9916

護理之家

05-228-9916

護理之家

05-228-9916

護理之家

05-228-9916

093 嘉義縣市 嘉義長庚醫院
居家服務

05-362-1000分機2718

居家服務

05-3621-000分機2718

居家服務

05-3621-000分機2718

居家服務

05-3621-000分機2718

094 嘉義縣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
護理之家

05-271-8003

護理之家

05-271-8003

護理之家

05-271-8003

護理之家

05-271-8003

095 嘉義縣市
衛福部

嘉義醫院

護理組

05-231-9090分機1055

護理組

05-231-9090分機1055

護理組

05-231-9090分機1055

護理組

05-231-9090分機1055

096 嘉義縣市
衛福部

朴子醫院

護理之家

05-379-0600分機617

護理之家

05-379-0600分機617

護理之家

05-379-0600分機617

護理之家

05-379-0600分機617

097 台南市 台南市立醫院 出院準備小組 出院準備小組 出院準備小組 出院準備小組

098 台南市 台南新樓醫院 出服個管師 出服個管師 出服個管師 出服個管師

099 台南市 麻豆新樓醫院 出服個管師 出服個管師 出服個管師 出服個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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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l.cch.org.tw/dot/index.php
http://www.vhcy.gov.tw/vhcy/
http://www.vhcy.gov.tw/vh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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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台南市 安南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55-3111分機1170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55-3111分機1170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55-3111分機1170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55-3111分機1170

101 台南市 成大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35-3535分機4549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35-3535分機4549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35-3535分機4549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35-3535分機4549

102 台南市 永康奇美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281-2811分機53056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281-2811分機53056

醫療輔具中心

06-281-2811分機55004
無

103 台南市 佳里奇美醫院

住院個案請洽病房護理師轉介、出

院服務準備部門-個管師

06-726-3333分機33062

住院個案請洽病房護理師轉介、出

院服務準備部門-個管師

06-726-3333分機33062

住院個案請洽病房護理師轉介、

出院服務準備部門-個管師

06-726-3333分機33062

住院個案請洽病房護理師轉介、出

院服務準備部門-個管師

06-726-3333分機33062

104 台南市 柳營奇美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06-622-6999分機77133

出院準備服務

06-622-6999分機77133

出院準備服務

06-622-6999分機77133

出院準備服務

06-622-6999分機77133

105 台南市
高雄榮總

臺南分院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12-5101分機2702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12-5101分機2702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12-5101分機2702

出院準備服務組

06-312-5101分機2702

106 台南市 郭綜合醫院
護理師或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22-1111分機1126

護理師或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22-1111分機1126

護理師或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22-1111分機1126

護理師或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6-222-1111分機1126

107 台南市
衛福部

臺南醫院
出院服務準備部門 無 無 無

108 台南市
衛福部

胸腔病院
出院服務準備部門

護理站

06-270-5911分機1300、1400(1F)

06-270-5911分機2300、2400(2F)

社工師

06-270-5911分機3165
無

109 台南市
衛福部

新營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組 出院準備服務組 出院準備服務組 無

110 台南市
衛福部

嘉南療養院
出院準備個管師 出院準備個管師 出院準備個管師 出院準備個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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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台南市 營新醫院
楊護理長

06-659-2345分機588、500

楊護理長

06-659-2345分機588、500

楊護理長

06-659-2345分機588、500

楊護理長

06-659-2345分機588、500

112 高雄市 杏和醫院
護理部 江督導

07-761-3111分機1800

護理部 江督導

07-761-3111分機1800

護理部 江督導

07-761-3111分機1800

護理部 江督導

07-761-3111分機1800

113 高雄市 阮綜合醫院
社區醫療中心

07-335-1121
出院準備服務組 出院準備服務組 出院準備服務組

114 高雄市 市立小港醫院
護理部 黃憶如護理長

07-803-6783分機3433

護理部 黃憶如護理長

07-803-6783分機3433

護理部 黃憶如護理長

07-803-6783分機3433

護理部 黃憶如護理長

07-803-6783分機3433

115 高雄市 市立民生醫院

病房護理人員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7-751-1131分機2243

病房護理人員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7-751-1131分機2243

病房護理人員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7-751-1131分機2243

病房護理人員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7-751-1131分機2243

116 高雄市 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 無 無 無

117 高雄市 高雄長庚醫院

社會服務課

07-731-7123分機

3401、2223、3088

社會服務課

07-731-7123分機

3401、2223、3088

社會服務課

07-731-7123分機

3401、2223、3088

社會服務課

07-731-7123分機

3401、2223、3088

118 高雄市 高雄基督教醫院
人事室

07-332-1111
無 無 無

119 高雄市 高雄榮總 長照整合服務中心 長照整合服務中心 長照整合服務中心 長照整合服務中心

120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大學

附設中和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

病房護理師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

病房護理師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

病房護理師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

病房護理師

121 高雄市 健仁醫院
護理部 許淑琬護理師

07-351-7166分機1908

護理部 許淑琬護理師

07-351-7166分機1908

護理部 許淑琬護理師

07-351-7166分機1908

護理部 許淑琬護理師

07-351-7166分機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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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749-5468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749-5468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749-5468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749-5468

123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

左營分院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581-7121分機2272、2273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581-7121分機2272、2273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581-7121分機2272、2273

出院準備服務組

07-581-7121分機2272、2273

124 高雄市
國軍高雄總醫院

岡山分院

護理部 吳小姐

07-625-0919分機2103

護理部 吳小姐

07-625-0919分機2103

護理部 吳小姐

07-625-0919分機2103

護理部 吳小姐

07-625-0919分機2103

125 高雄市 義大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單位護理師

07-615-0011分機5687

出院準備服務單位護理師

07-615-0011分機5687

出院準備服務單位護理師

07-615-0011分機5687

出院準備服務單位護理師

07-615-0011分機5687

126 高雄市 聖功醫院

社區資源部

(出院準備服務) 葉小姐

07-223-8153分機32294

社區資源部

(出院準備服務) 葉小姐

07-223-8153分機32294

無 無

127 高雄市
衛福部

旗山醫院

護理部 馬小姐

07-661-3811分機1419

護理部 馬小姐

07-661-3811分機1419

護理部 馬小姐

07-661-3811分機1419

護理部 馬小姐

07-661-3811分機1419

128 高雄市 大昌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中心

07-5599123分機7152

出院準備服務中心

07-5599123分機7152

出院準備服務中心

07-5599123分機7152

出院準備服務中心

07-5599123分機7152

129 高雄市 市立大同醫院
護理師 何小姐或蕭小姐

07-2911101分機8964

護理師 何小姐或蕭小姐

07-2911101分機8964

社工室

07-2911101分機8969或8990

社工室

07-2911101分機8969或8990

130 高雄市 慈惠醫院 病房護理人員 精神部 醫療社工科 無

131 高雄市 廣聖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居家護理所

07-662 2391 轉分機 821、823
無 無

132 屏東縣 安泰醫院

社區健康室

出院服務組 孫梨娟護理師

08-832-9966分機2013、2015

社區健康室

出院服務組 孫梨娟護理師

08-832-9966分機2013、2015

社區健康室

出院服務組 孫梨娟護理師

08-832-9966分機2013、2015

社區健康室

出院服務組 孫梨娟護理師

08-832-9966分機201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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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屏東縣 枋寮醫院
護理部 蔡雅玲護理師

08-878-9991分機181

護理部 蔡雅玲護理師

08-878-9991分機181

護理部 蔡雅玲護理師

08-878-9991分機181
有需求電聯屏東社會局

134 屏東縣 屏東基督教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8-736-868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8-736-868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8-736-8686

 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08-736-8686

135 屏東縣 恆春基督教醫院
護理師 陳小姐

08-889-2293分機396.123

護理師 陳小姐

08-889-2293分機396.123

護理師 陳小姐

08-889-2293分機396.123

護理師 陳小姐

08-889-2293分機396.123

136 屏東縣 國仁醫院
出院服務組 蘇小姐

08-722-3000分機162、163

出院服務組 蘇小姐

08-722-3000分機162、163

出院服務組 蘇小姐

08-722-3000分機162、163

出院服務組 蘇小姐

08-722-3000分機162、163

137 屏東縣
輔英科技大學

附設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簡小姐

08-832-3146分機1536

出院準備服務 簡小姐

08-832-3146分機1536

出院準備服務 簡小姐

08-832-3146分機1536

出院準備服務 簡小姐

08-832-3146分機1536

138 屏東縣
衛福部

屏東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謝護理師

08-736-3011分機2510

出院準備服務 謝護理師

08-736-3011分機2510

出院準備服務 謝護理師

08-736-3011分機2510

出院準備服務 謝護理師

08-736-3011分機2510

139 屏東縣 寶建醫院
黃筱琦護理師

08-766-5995分機1377

黃筱琦護理師

08-766-5995分機1377

黃筱琦護理師

08-766-5995分機1377

黃筱琦護理師

08-766-5995分機1377

140 屏東縣 佑青醫院 護理師
護理部辦公室

08-7705115分機201

社工室/職能治療室

08-7705115分機121、130、

131

無

141 宜蘭縣
臺北榮總

蘇澳分院

出院準備

03-990-5106分機2301

出院準備

03-990-5106分機2301

出院準備

03-990-5106分機2301

出院準備

03-990-5106分機2301

142 宜蘭縣
臺北榮總

員山分院

出院準備

03-922-2141分機2305

出院準備

03-922-2141分機2305

出院準備

03-922-2141分機2305

出院準備

03-922-2141分機2305

143 宜蘭縣 普門醫院
督導處 游秀壎

03-922-0292分機309

督導處 游秀壎

03-922-0292分機309

督導處 游秀壎

03-922-0292分機309

督導處 游秀壎

03-922-0292分機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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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宜蘭縣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居家護理中心 吳富美

03-932-5192分機72381

居家護理中心 吳富美

03-932-5192分機72381

居家護理中心 吳富美

03-932-5192分機72381

居家護理中心 吳富美

03-932-5192分機72381

145 宜蘭縣 羅東博愛醫院
居家護理中心

03-954-3131分機7142

居家護理中心

03-954-3131分機7142

居家護理中心

03-954-3131分機7142

居家護理中心

03-954-3131分機7142

146 宜蘭縣 羅東聖母醫院
祕書室

03-954-4106分機3221

祕書室

03-954-4106分機3221

祕書室

03-954-4106分機3221

祕書室

03-954-4106分機3221

147 花蓮縣
臺北榮總

玉里分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社工室 社工室 無

148 花蓮縣
臺北榮總

鳳林分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社工室 社工室 無

149 花蓮縣 門諾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3-824-1223、 03-824-1350

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

03-824-1223、 03-824-1350
無

150 花蓮縣 國軍花蓮總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管護理師(僅供住院個案)

03-826-3151分機815188

居家服務需轉居家護理師

管護理師(僅供住院個案)

03-826-3151分機815188
無

151 花蓮縣
衛福部

玉里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社工室 社工室 無

152 花蓮縣
衛福部

花蓮醫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社工室 社工室 無

153 花蓮縣
衛福部

花蓮豐濱分院
各科護理站護理師 社工室 社工室 無

154 台東縣
臺北榮總

臺東分院
各單位(營養/復健/用藥)

健康促進組單位主管

089-222-995分機3003

社工室單位主管

089-222-995分機112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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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wln.mohw.gov.tw/?aid=52&pid=91
http://www.vhtt.gov.tw/index.php
http://www.vhtt.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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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 醫院
衛教

(如：營養/復健/用藥)

居家療護

(如：居家服務/護理/復健)
申請各項社會補助(或輔具) 交通接送【復康巴士】

南山人壽醫療關懷計畫合作醫院「出院準備服務」一覽表
(服務內容以各醫療院所實際提供為準)

155 台東縣 台東馬偕醫院 各單位(營養/復健/用藥)

社區中心復健科

王境堪 089-356-947

黃千玲089-310-150分機490

社服室 吳靜惠

089-310-150分機374
無

156 台東縣 台東聖母醫院 各單位(營養/復健/用藥)
居家護理 邱武秋香

089-322-833分機306

社工室單位主管

089-322-833分機220

由縣府支援社工室

089-322-833分機220

157 台東縣 台東基督教醫院 各單位(營養/復健/用藥)
社區健康單位主管

089-323-362分機1203

社工室單位主管

089-323-362分機1390
無

158 台東縣
衛福部

臺東醫院
各單位(營養/復健/用藥)

居家護理師

089-324-112分機1131

社工室 黃建豪

089-324-112分機1126
無

159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

澎湖分院

居家護理宋小姐

06-921-1116分機59213

居家護理宋小姐

06-921-1116分機59213

居家護理宋小姐

06-921-1116分機59213

居家護理宋小姐

06-921-1116分機59213

160 澎湖縣
衛福部

澎湖醫院

護理師 蘇小姐

06-926-1151分機50724

護理師 蘇小姐

06-926-1151分機50724

護理師 蘇小姐

06-926-1151分機50724

護理師 蘇小姐

06-926-1151分機50724

161 澎湖縣 惠民醫院 護理師 無 無 無

162 金門縣
衛福部

金門醫院
護理師 護理師 社工室 徐詠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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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tw3.mmh.org.tw/
https://www.st-mary.org.tw/
http://www.tch.org.tw/TchWeb/
http://www.tait.mohw.gov.tw/
http://www.tait.mohw.gov.tw/
http://afph.tsgh.ndmctsgh.edu.tw/
http://afph.tsgh.ndmctsgh.edu.tw/
http://www.pngh.mohw.gov.tw/?aid=home
http://www.pngh.mohw.gov.tw/?aid=home
http://www.kmhp.mohw.gov.tw/
http://www.kmhp.mohw.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