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啟新診所                                                   ABCDEFG*自110年1月1日起，改採網路預約，取消電話預約及現場掛號，預約掛號請上啟新診所網站(www.ch.com.tw)。但體檢項目有聽力檢查、肺功能檢查、運動心電圖、腹部超音波檢查、血液沉降速率檢查ESR此5項者，請改採電話預約方式，預約電話：02-2507-0723分機106、150、151 N 02-25070723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42號5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00~16: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00~16:30 
宏恩綜合醫院 ABCDE N 02-27713161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61號5樓體檢室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                   下午　13:00~16: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00生技明生診所 ABCDE N 02-2562752602-25629666 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72號2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健康吉美診所 ABCDE N 02-27698822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76號16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報到時間)(報到時間)(報到時間)(報到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11:00　10:00~11:00　10:00~11:00　10:00~11:0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30~14:30　13:30~14:30　13:30~14:30　13:30~14:30(採預約制(採預約制(採預約制(採預約制，，，，需先傳真照會單需先傳真照會單需先傳真照會單需先傳真照會單，，，，並並並並於報到時間內報到)於報到時間內報到)於報到時間內報到)於報到時間內報到)FaxFaxFaxFax：02-27612868：02-27612868：02-27612868：02-27612868 無無無無
民生承安診所 ABCDE Y 02-25032633轉222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90號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下午　13:30~16:30晚上　18:00~20: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下午  13:30~16:30
台北市

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賴內科小兒科診所 ABCD N 02-26812098 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52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00            下午　15:00~17:0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1:00            下午　15:00~19:00            晚上　19:00~21:00劍橋診所 ABCDE N 02-82263730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9樓之4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00~18: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2:00仁安醫院 ABCDE Y 02-22627088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62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09:00~11:30
吉仁醫病相談診所 ABCDEFG◎◎◎◎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 Y 02-29592620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114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下午　14:30~18:00晚上　18:30~21: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2:00下午  14:30~18:00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4:30~18:00晚上　18:30~21:30新昆明醫院 ABCD Y 02-24268106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　14:30、15:00                    晚上　18:00、19:00 無無無無仁祥診所 ABCD N 02-24232111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2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三三三三、、、、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上午  08:00~11:30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四四四四、、、、五 五 五 五 下午　14:00~16: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
建成骨外科診所 ABD N 03-9321678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66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5:00~17:00            晚上　18:00~20: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     羅東聖母醫院 ABCDE N 03-9544106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 下午　13:30~16: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00

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劉建三診所 A N 03-8329225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45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中華醫事檢驗所 B Y 03-8357478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51-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30          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2:00
台東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ABCDE N 089-310150 台東市東海里長沙街303巷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 無無無無永安診所◎112◎112◎112◎112年5月6日~112年5月16日暫不提供體年5月6日~112年5月16日暫不提供體年5月6日~112年5月16日暫不提供體年5月6日~112年5月16日暫不提供體檢服務檢服務檢服務檢服務，112，112，112，112年5月5日最後抽血年5月5日最後抽血年5月5日最後抽血年5月5日最後抽血、、、、尿液檢尿液檢尿液檢尿液檢查時間為晚上8點查時間為晚上8點查時間為晚上8點查時間為晚上8點 ABCDE Y 03-3326415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466號1樓、2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50            下午　14:30~17:20           晚上　18:00~20:20早上和晚上早上和晚上早上和晚上早上和晚上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50          下午　14:30~17:20早上和晚上早上和晚上早上和晚上早上和晚上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提早15分鐘停止掛號
保家診所 ABCDE Y 03-3553097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59號1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15:00~18:00            晚上　19:00~21: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2:00     下午　15:00~18:00 

龍潭敏盛醫院 ABCDE N 03-4799099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168號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上午  09:00~11:00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下午  14:00~16:00(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無無無無桃園市

花蓮縣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中壢長榮醫院 ABCD N 03-4631230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5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二二二二、、、、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上午  08:00~11:30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  14:00~16: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聯新國際醫院(原壢新醫院) ABCDE Y 03-4941234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00實和診所 ABCDE Y 03-5277333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29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　14:30~17:00                       晚上  18:30~20:30    20:30    20:30    20:30     (最晚20:00報到)(最晚20:00報到)(最晚20:00報到)(最晚20:00報到)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30~11:30
新竹新生醫院 ABCDE Y 03-5222637 新竹市北區西門街12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下午　13:30~16:30                 晚上　17:00~20: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下午　13:30~16:30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30~11:30惠民真平內科外科聯合診所 ABCDE N 03-5326125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84之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00(08:30開始報到)             (08:30開始報到)             (08:30開始報到)             (08:30開始報到)             下午　14:00~16:00                 晚上　18:30~20: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1:00(08:30開始報到) (08:30開始報到) (08:30開始報到) (08:30開始報到) 

新竹市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竹信醫院 ABCDE Y 03-5962998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路196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1:00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上午  08:30~12:00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自110/7/1起改為網路掛號預約制自110/7/1起改為網路掛號預約制自110/7/1起改為網路掛號預約制自110/7/1起改為網路掛號預約制 ABCDEFG N 03-5527000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00下午　14:00~16:30(請先上網預約掛號)(請先上網預約掛號)(請先上網預約掛號)(請先上網預約掛號)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00(請先上網預約掛號)(請先上網預約掛號)(請先上網預約掛號)(請先上網預約掛號)
弘大醫院 ABCDE Y 037-361188 苗栗縣苗栗市新東街125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            (視力檢查時間)(視力檢查時間)(視力檢查時間)(視力檢查時間)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7:00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30~17:3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星星星星期期期期六六六六                                                                                (視力檢查時間)(視力檢查時間)(視力檢查時間)(視力檢查時間)上午  08:30~11:30                   
大眾醫院 ABCDE Y 037-551970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304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30~21:30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上午  08:30~12:00下午  15:00~18:00
慈祐醫院 ABCDE N 037-476589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17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00            下午　14:00~17:00              晚上　18:30~20:30星期三整日休診星期四下午休診星期五晚上休診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上午     09:00~11:00

新竹縣

苗栗縣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112◎112◎112◎112年04月29日~年04月29日~年04月29日~年04月29日~112年05月01日休診112年05月01日休診112年05月01日休診112年05月01日休診 ABCDE N 037-669926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128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30~16: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四週)四週)四週)四週)上午  08:00~11:30(請於11點前完成報到)(請於11點前完成報到)(請於11點前完成報到)(請於11點前完成報到)蔡文仁診所 ABCD Y 04-22201623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5:00~18: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9:00~12:00                    下午　15:00~18:00    
長春診所 ABCDEFG Y 04-23286916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501號3、5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30~17: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30~17:30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30~17:30英吉診所 ABCD N 04-22336897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213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30            下午　15:00~17:30                      晚上　19:00~20: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1:30            下午　15:00~17:30                      晚上　19:00~20:00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ABCD Y 04-25771919 台中市東勢區南平里豐勢路297號健檢中心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30~17: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30~17:00明生診所 ABCE Y 04-26561456 台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一段93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5:00~17:30           晚上　18:3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        下午　15:00~17:30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岷安診所 ABCDE Y 04-26873636 台中市大甲區朝陽里11鄰民生路9號之2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                  下午　14:30~17:00                晚上　19:00~20: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下午　15:00~17:00
全佑家庭醫學科診所 ABCD N 04-26222011 台中市清水區新興路26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三三三三、、、、五五五五上午  09:00~11:30              下午　16:00~17:30          晚上　19:30~21:00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四四四四上午  09:00~11:30              下午　16:00~17: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1:30              下午　16:00~17:30 
基成內兒科診所 ABC Y 04-25232730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369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下午　 15:00~18:00晚上 　19:00~21: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2:00
清泉醫院 ABCDE Y 04-25605600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8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              下午　14:00~17:00晚上　18:00~19: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00 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1:00              下午　14:00~17:00晚上　18:00~19:00 童綜合醫院 ABCDEFG◎◎◎◎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運動心電圖請三天前預約 Y 04-26581919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99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30~17: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台中市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台新醫院 ABCDEGH Y 04-22139966 台中市東區振興路44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00~17:00            晚上　18:3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00~17:00            晚上　18:30~21:00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00~17:00友仁醫院 ABCDEFG Y 04-24739995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197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30~21: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30~21:30                     黃啟文診所 ABCDG N 04-22792266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161號1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00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三三三三、、、、四四四四下午　15:00~17:3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1:00國泰診所 ABCDG Y 04-25577378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255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8:00            晚上　18:30~21: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8:00            晚上　18:30~21:30                     彰仁外科家醫科診所 ABCG N 04-26622902 台中市沙鹿區大同街65號1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30               下午　14:30~17:3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30~17:30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南投基督教醫院(原南基醫院) ABCDE N 049-2225595#201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87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下午　14:00~16: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00安泰診所 A N 049-2987289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6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上午請於11前完成報到)                (上午請於11前完成報到)                (上午請於11前完成報到)                (上午請於11前完成報到)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五            五            五            五            晚上　17:00~21:00(晚上請於20點前完成報到)  (晚上請於20點前完成報到)  (晚上請於20點前完成報到)  (晚上請於20點前完成報到)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請於11前完成報到)    (請於11前完成報到)    (請於11前完成報到)    (請於11前完成報到)    曾漢棋綜合醫院 ABCDE N 049-2314145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915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00        下午　14:00~17: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上午  08:30~11:00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ABCDEFGH N 049-2912151分機4390、4393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00星期一～星期四        下午　13:30~16:00         無無無無永安診所 ABCDE N 04-7231995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07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二二二二、、、、四四四四、、、、五五五五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30~17:3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日(晚上休診)星期日(晚上休診)星期日(晚上休診)星期日(晚上休診)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30~17:30        晚上　19:00~21:00 陳嘉惠診所 ABC Y 04-8960036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一段306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15:00~17:0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00008888::::33330000~~~~11112222::::00000000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5555::::00000000~~~~11117777::::00000000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19:00~21:00　19:00~21:00　19:00~21:00　19:00~21:00
合濟診所 ABCDEFG Y 04-8877995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38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15:00~18:00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三三三三、、、、五五五五晚上　19:00~21:00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四四四四晚上休診(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2:00                            (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請於休診時間前30分鐘到)

彰化縣

南投縣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永安醫事檢驗所 BCD N     05-6333169    雲林縣虎尾鎮福民路75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7:30~12:00下午　13:30~17:00       晚上　17:00~20: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7:30~18:00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休郭醫事檢驗所 BCD Y 05-6333246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446號1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08:00~12:00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ABCDE N 05-7837901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四四四四上午  08:30~11:30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三三三三、、、、四四四四下午　14:00~16:30          無無無無天主教福安醫院 ABCDE Y 05-5952688 雲林縣斗南鎮文昌路11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7:00            無無無無安男診所 A N 05-2224707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25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2:00國泰X光檢驗院 BCDE Y    05-2275318   嘉義市吳鳳北路247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上午  08:00~12:00 盧亞人醫院 ABCDE N 05-2248347 嘉義市西區民權路406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30~18: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休診嘉義市

雲林縣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李明鎧診所◎112◎112◎112◎112年05月01日~年05月01日~年05月01日~年05月01日~112年05月09日休診112年05月09日休診112年05月09日休診112年05月09日休診 ABCDE N 06-2260303 台南市中西區開山路9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5:00~19:00(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報到)報到)報到)報到)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2:00(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各時段體檢請於結束前半小時前報到)報到)報到)報到)王博明內科小兒科診所 ABCDE Y 06-2200028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133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早上　09:00~12:00            晚上　16:00~19: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9:00~12:00     東海醫事檢驗所 BCDE Y 06-2268133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14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00~20: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00~20:30陳正雄外科診所 ABCDE N 06-2380625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243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1:00 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9:00~21:00崇明診所 ABCD Y 06-2600042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342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              下午　15:00~17:3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下午　15:00~17:30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上午  09:00~10:00 仁愛醫院 ABCDE N 06-2213111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1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30              下午　14:30~17: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1:30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海佃診所 ABCE Y 06-2560202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62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00         下午　16:00~17:30晚上　19:00~19:30(週三下午休診週四上午休診週二、三、五晚上休診)(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1:00(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請於休診前半小時前報到) 

永和醫院 ABCDE Y 06-2231191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304號2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1:00              下午　14:30~17:00 無無無無大統醫事檢驗所 BCD N 06-6333850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96-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晚上　18: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晚上　18:00~21:00李芳輝內小兒科診所 AB N 06-7221568 台南市佳里區文化路302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8: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佑康診所 ABC Y 06-5967581 台南市關廟區中山路一段620巷7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0:00              下午　17:00~18:00晚上　18:30~19: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0:00              下午　17:00~18:00晚上　18:30~19:30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ABCDE N 06-6330011 台南市新營區中興路1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4:00~16: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

台南市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周明山診所 ABCDE Y 06-5904168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192-1號 星期一和星期五星期一和星期五星期一和星期五星期一和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9:00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上午  08:00~11:30              下午　15:30~19: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祐生醫院 ABCDEFG Y 07-2866688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佑康診所 ABCDEG Y 07-3215358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8號5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8: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8:00~12:00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早上  08:30~11:30下午　14:15~17:00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晚上  18:30~20:30                 陳重志聯合診所 ABCD N 07-7427329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39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30~17:30                     晚上　19:00~21:00
重安醫院 ABCDE Y 07-6618471 高雄市旗山區大仁街18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7:30                   晚上　18: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7:30                   晚上　18:00~21:00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30~12:00 霑龍診所 ABCD N 07-6812593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15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7:30~1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7:30~11:00                                                 

劉嘉修醫院 ABCDE N 07-6222836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28號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高雄市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瑞生醫院 ABCD Y 07-7835175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92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4:00~18: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國定例假日上午  08:00~18:00高雄巿立聯合醫院 ABCDEGH N 07-555-2565分機2165 高雄巿鼓山區中華一路976 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15~11:30               下午　13:30~17:00 無無無無安泰醫院 ABCDEGH N 07-801-7856 #117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8:00                     晚上　19:00~21: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下午　13:00~15:00                     陳中柱外內科診所 ABG Y 07-281528707-2718107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 120 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2:00                   下午　15:00~18:00                     晚上　19:00~21:00(星期四下午及晚上休診)(星期四下午及晚上休診)(星期四下午及晚上休診)(星期四下午及晚上休診)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2:00                   下午　15:00~18:00                     晚上　19:00~21:00張朝金家庭醫學科外科診所 ABCDG N 07-7119401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63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20                   下午　14:30~18:00                     晚上　18:00~20: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20                             太順診所 ABCDEG N 07-7717766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78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9:00~12:00                   下午　15:00~17: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9:00~12:00                   下午　15:00~16:30                     屏東基督教醫院 ABCDE N 08-7368686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30~16:30 無無無無復興醫療社團法人復興醫院 ABCDE Y 08-7232323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147-3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30~11:30下午　15:00~18:3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30~11:30



112.04.28更新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 假日假日假日假日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尼古丁檢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 體檢需知 ~1.體檢時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體檢照會單。2.保戶進行體檢時，陪檢人員請勿進入體檢室陪同體檢。3.請確認體檢時段、可提供之體檢項目，及所檢驗項目是否需空腹，並於體檢時段提早30分鐘至1小時前到達(依各院所規定)，本表僅供參考。~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 體檢項目 ~A：一般體檢、B：其他檢驗  (尿液常規、血液檢查、肝功能、腎功能、血糖檢驗、HIV檢驗等。)、C：心電圖、D：胸部X光檢查、E：HCV及腹部超音波、F：運動心電圖(EST)、G：前列腺檢查 PSA、H：心臟超音波※ 若有以上未列出之項目亦請先行致電與體檢院所確認。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特約體檢醫院/診所名稱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體檢前請先與體檢院所預約時間，，，，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並確認院所可提供之體檢項目，，，，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預約方式及注意事項
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請詳下表各家體檢院所說明

大和醫事檢驗所 ABCD N 08-8325669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42號(原址拆遷中)暫時移至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3-1號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3-1號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3-1號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3-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7:00                     晚上　18:00~20: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下午　15:00~17:00                   恆春基督教醫院 ABCDE Y 08-8892293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  08:00~11:30                下午　14:00~17: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08:00~11:30
金門縣 健康診所 ABCDE N 082-316189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27號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08:00~11:4014:00~17:00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08:00~11:40國定例假日(除農曆春節)國定例假日(除農曆春節)國定例假日(除農曆春節)國定例假日(除農曆春節)上午  08:00~11:40000
屏東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