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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胞返台健檢-友善服務】 

➢ 免費接送服務： 

 機場接送─ 

 醫療機構 航空站 備註 

1 秀傳(台北)醫院 台北松山機場 
預約費用達 5 萬元以上始得

免費提供 

2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國際機場 
團體 4 人以上，預約健診服

務每人 22,000 元以上 

3 光田綜合醫院 台中航空站 
2人以上預約全日健檢服務，

提供免費接送 

4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桃園國際機場 

台中航空站 

5 人以上團體或預約 20 萬元

以上服務，提供免費接送 

5 童綜合醫院 
台北松山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台中航空站、高雄國際航空站 

6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台中航空站 
2 人以上或僑胞健檢專案達

30,000 元 

7 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高雄國際航空站 3 人以上團體始得免費提供 

8 阮綜合醫院 高雄國際航空站  

9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高雄國際航空站  

10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醫經營) 高雄國際航空站  

1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高雄國際航空站 需事先預約 

 高鐵(高鐵站醫療機構)接送─ 

 醫療機構 站名 備註 

1 秀傳(台北)醫院 
台北站、南港站 

板橋站 

預約費用達 5 萬元以上始得

免費提供 

2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站 團體 4 人以上，預約健診服

務每人 22000 元以上 

3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站 預約 20,000 元以上服務，

提供免費接送 

4 光田綜合醫院 
台中烏日站 2 人以上預約全日健檢服

務，提供免費接送 

5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台中烏日站 2 人以上或僑胞健檢專案達

30000 元 

6 童綜合醫院 台中烏日站 
 

7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台中烏日站 預約 10 萬元以上服務，提

供免費接送 

8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台中烏日站 5 人以上團體預約免費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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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機構 站名 備註 

9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站 
 

10 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高雄左營站 3 人以上團體始得免費提供 

11 安泰醫院 高雄左營站 
 

12 阮綜合醫院 左營站 
 

13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醫經營) 左營站 
 

14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左營站 僅限行動不便者 

 

➢ 語言提供服務： 

 醫療機構 外語接待服務 

1 

北

部

地

區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英文、日文 

2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英文、緬甸文 

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英文、日文 

4 永和耕莘醫院 英文、印尼文、緬甸文 

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英文 

6 秀傳(台北)醫院 英文 

7 東元綜合醫院 英文 

8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英文、日文 

9 敏盛綜合醫院 英文、日文 

10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英文、日文 

11 臺北醫學大學．部立雙和醫院 英文 

12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英文 

13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英文 

14 

中

部

地

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英文 

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英文 

16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英文 

17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英文、日文 

18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英文、日文 

19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英文 

2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英文 

21 
南

部

中正脊椎骨科醫院 

 

英文、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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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22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英文 

23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英文、越文、泰文、 

印尼文、緬甸文 

24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英文、日文 

2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英文 

26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醫經營) 英文、日文 

2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英文 

2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英文 

29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英文 

30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英文 

31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英文 

32 
東

部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英文 

➢ 其他服務： 

 醫療機構 其他服務 

1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代詢問醫院特約住宿機構住宿優惠 

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協助代訂機場(台北松山機場/桃園

國際機場)接送─4 人座轎車$1000、
7 人座休旅車$1500 

3 東元綜合醫院 

(1)預約健檢套餐，提供免費舒壓按

摩 SPA                    

(2)健檢服、精緻餐點  

(3)代訂機場接送 

4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1)捷運劍潭站至醫院的免費接駁車 

(2)醫院周圍的住宿建議 

(3)專人線上預約及諮詢服務 

(4)機場接送服務預約─台北松山機
場($800)/桃園國際機場($1000) 

5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多科整合之癌症篩檢  

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代訂飯店、介紹旅行社                                            

7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看診、健康檢查全程陪同英語翻

譯服務 

(2)看診、健康檢查表單皆英語化 

8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1)門診安排、醫學美容服務                                         

(2)可協助安排代訂附近住宿 

9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1)協助醫院周邊旅館及酒店訂房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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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機構 其他服務 

(2)高級健檢免費住房專案（選做指

定高檢專案：腦血管、保肝、心肺

血管、呵護女人及全方位腫瘤專案

前一晚提供四星級酒店免費住宿 

10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提供越洋預約、檢前通知聯絡、

代辦健檢簽證 

(2)代訂五星級裕元酒店住宿、旅遊

規劃 

(3)外語服務 

11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需機場或高鐵接送者可個案處理  

12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可協助旅遊行程安排服務 

13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協助飯店訂房 

1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如有住宿需求，可協助安排「長庚

醫院招待所」(費用住宿者自付)。 

15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1)協助預定機票及車票 

(2)協助住宿及旅遊安排 

16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1)義大集團有客運專車服務接駁往

返包括左營高鐵站、義大世界、義

大醫院 

(2)代訂機場、高鐵接送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