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代碼 乳房X光攝影醫療機構 縣市 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0111070010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429-2525#3267

111106001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431-3131#2383、2384

0211070012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 放射科櫃台 02-2428-2146#184

1231050017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219-3391#15112

113101001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 預防保健中心 02-8966-7000#2101

1131090019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 放射科櫃台 02-2672-3456#7426、7427

0131020016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新北市 癌症防治中心 02-2982-9111#3372、3373

1231030015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 放射科
02-2928-6060#10120

02-8926-5105(專線)

0131060029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276-5566#2130

1531060180 新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 總機 02-2996-2121(總機)

113105051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 四癌篩檢站 02-6628-9779#8007

1531071030 仁愛醫院 新北市 放射科櫃台 02-2683-4567#2020

0931010016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新北市 婦女保健中心 02-2256-3584#720

1131110516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 篩檢櫃台 02-2648-2121#7876

0131060010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新北市 社區篩檢中心 02-8200-6600#2130

2331120017 新北市瑞芳區衛生所 新北市 掛號櫃台(專人) 02-2497-2132(總機)

113110001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 癌症防治中心 02-2809-4661#2950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 篩檢櫃台 02-2249-0088#1263

1331160010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8512-8888#28805

3531064528 輔大診所 新北市 乳篩專線 02-2904-2090(專線)

3531065927 明新診所 新北市 乳篩專線 02-8953-3451(專線)

110110001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 癌症防治中心 02-2543-3535#3475

040118001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 癌症篩檢中心 02-2312-3456#66455

0501110514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8792-3311#10361

0601160016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871-2121#7817

110102001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708-2121#5178、1046

110101001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 放射科櫃台 02-2713-5211#3661

01010905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835-3456#6196、6197

01010905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 四癌窗口
02-2388-9595#2320(和平)

02-2391-6471#2008(婦幼)

01010905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 四癌窗口 02-2552-3234#3689

01010905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 四癌窗口 02-2786-1288#8113

010109051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 四癌窗口 02-2709-3600#3584

1101020036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臺北市 總機櫃台 02-2771-3161#9

1101020027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 臺北市 總機/掛號櫃台 02-2751-0221#0

 350102D733 富盈診所 臺北市 總機 02-6636-3996#9

110115001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833-2211#2586

1101160026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臺北市 病人服務中心 02-2897-0011#3938

1101160017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826-4400#2584

110101002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市 影像醫學科 02-2771-8151#2736、2329(其他癌篩)

130117001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737-2181#1114、8223

1301200010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臺北市 癌症篩檢櫃台 02-2930-7930#1667

0701160518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臺北市 放射科櫃台 02-2858-7000#2110、2109

0901190010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臺北市 體檢室 02-2307-6968#體檢室

0901020013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臺北市 護理保健室 02-2708-1166#1158、1169

1501010010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 社區護理部 02-2578-6677#2668、2669

3501184259 永愉診所 臺北市 專線 02-2321-8799

3501013540 永承診所 臺北市 專線 02-2718-2618

3501103272 大直診所 臺北市 護理站櫃檯 02-2533-2339#207

1401190011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 臺北市 放射科櫃台 02-2302-1133#2340

1101110026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臺北市 婦女保健中心 02-2634-5500#2953

3501113750 禾馨內湖婦幼診所 臺北市 總機 02-5571-3333#0

3501174422 健康吉美診所 臺北市 總機 02-2769-8822#9

400118001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遠東聯合診所 臺北市 健檢中心 02-2311-1525#501

113207001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 癌症篩檢櫃台 03-328-1200#5153

1532011154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 癌症篩檢櫃台 03-317-9599#8273、8275

1132010024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 放射科櫃台 03-361-3141#2009

0132010014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 四癌窗口 03-369-9721#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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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100049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 影像科櫃台 03-494-1234#2381

1532040066 怡仁綜合醫院 桃園市 四癌窗口(宋小姐) 03-485-5566#6128

1532010120 聯新國際醫院桃新分院 桃園市 放射科櫃台 03-332-5678#1237

0932020025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 癌症篩檢櫃台 03-462-9292#21105、22635

0932020016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桃園市 總機 03-461-8888#0

1532021338 中壢長榮醫院 桃園市 放射科櫃台 03-463-1230#1135

1532021365 華揚醫院 桃園市 乳篩窗口 03-457-7200#1003

 1532021392 中美醫院 桃園市
湯小姐

放射科櫃台

03-426-6222#271

03-426-6222#111

1532021383 懷寧醫院 桃園市 乳房攝影中心 03-491-9119#1420

113207103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 癌症篩檢櫃台
03-319-6200#3356

(8點半至12點；下午1點至4點半)

1532061065 大園敏盛醫院 桃園市 影像醫學中心 03-386-7521#122、123

041204001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 癌症篩檢櫃台 03-532-6151#3356

1112010519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
放射科櫃台

癌症中心

03-611-9595#2236

03-611-9595#6206

111201052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 癌症篩檢櫃台 03-527-8999#5211

3512040955 台安耳鼻喉科診所 新竹市 健檢中心 03-524-5848#9、200

3512011276 安慎診所 新竹市 專線 03-535-9779#707

1412040022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新竹新生醫院 新竹市 專線 03-426-3600

0933050018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 放射科櫃台 03-552-7000#2110

0633030010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縣 乳房攝影室 03-596-2134#512

1133060019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新竹縣 放射科櫃台 03-599-3500#2186

 1333050017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新竹縣 癌症篩檢櫃台 03-558-0558#1035

0135010016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 體檢櫃台 037-261-920#1115

1535010051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縣 社區醫學中心(謝小姐) 037-357-125#51501

1135050020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苗栗縣 社區健康科 037-676-811#88886

0935020027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苗栗縣 個管師 037-862-387#1909

1535031041 通霄光田醫院 苗栗縣 服務台 037-759-999#0

1535040068 慈祐醫院 苗栗縣 放射科櫃台 037-476-589#160

0936060016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 癌症篩檢櫃台 04-2658-1919#55103

09360500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 臺中市 服務台(總機) 04-2662-5111#2100

0136010010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 預防保健中心 04-2527-1180#1122

1536011276 新惠生醫院 臺中市 諮詢室 04-2522-8792#1021

0536190011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中市 癌症篩檢窗口 04-2393-4191#525609

1136200015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臺中市 癌症篩檢站 04-2481-9900#12145

113609051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 癌症篩檢櫃台 04-3606-0666#4089、4090

1536100081 清泉醫院 臺中市 健檢中心 04-2560-5600#2106

1517020040 台新醫院 臺中市
總機

放射科櫃台

04-2213-9966#0

04-2213-9966#116

06170600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 四癌窗口 04-2359-2525#3261

0917070029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臺中市 癌篩中心 04-2258-6688#6366

131704001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 癌症篩檢櫃台 04-2473-9595#20154

1517011112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院區 臺中市
個管師

癌症篩檢窗口

04-2463-2000#66123

04-2463-2000#66816

131705001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 癌症篩檢窗口 04-2206-2121#4821、2377

1517061032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 癌症篩檢窗口 04-2463-2000#55176

011703001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 癌症篩檢窗口
04-2229-4411#2159、2169.

04-2229-4411#2160(17:30-21:00)

0936030018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臺中市 四癌窗口(社福部) 04-2686-2288#2107

3503240616 長春診所 臺中市 四癌窗口 04-2328-6916

3503260154 新陽明診所 臺中市 乳房外科櫃台 04-2202-7000#520

3536191011 惠欣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 門診(乳攝室) 04-2273-7419#101

1503190020 長安醫院 臺中市 四癌窗口 04-3611-3611#3191、3647、3648

3503280727 崔玉珠診所 臺中市 專線 04-2473-6466

1303180011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 四癌窗口 04-3706-1668#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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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150014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臺中市
婦產科衛教室

掛號櫃台

04-2338-8766#1820

04-2338-8766#1801

1503290025 茂盛醫院 臺中市 乳房管理窗口 04-2234-7057#2005

3503290581 雲品診所 臺中市 專線 04-2234-0535

3536012855 呂維國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 專線 04-2526-2889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四癌窗口 04-723-8595#3242

0937010019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 X光室 04-725-6166#81011

1137010051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漢銘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放射科櫃台 04-711-3456#8071

0137170515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 預防保健中心 04-829-8686#1221

113708001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癌症篩檢櫃台 04-895-2031#8113

113702052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健檢中心 04-777-9595#7030

113705001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健檢中心 04-838-1456#2066

1137020511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 癌症篩檢櫃台 04-781-3888#72156

1537050071 員林何醫院 彰化縣 放射科櫃台 04-832-5111#117

0937050014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彰化縣 放射科櫃台 04-832-6161#2161

1537010219 成美醫院 彰化縣 總機 04-727-3127#0

 1537051292 員生醫院 彰化縣 放射科櫃台 04-838-3995#3001

0638020014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 社區健康中心 049-299-0833#6118

113802001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 健檢中心 049-291-2151#4393

113801001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 門診櫃台 049-222-5595#1207

0138010027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 社區醫學中心 049-223-1150#1135

0938030016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南投縣 總機 049-235-8151#9

1538041101 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 放射科櫃台 049-262-4266#33145

1139030015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雲林縣 婦幼衛教室 05-633-7333#8362

1139040011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雲林縣 健康管理中心 05-587-1111#2021

1339060017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 癌症篩檢櫃台 05-783-7901#1102

1539010048 洪揚醫院 雲林縣 櫃台 05-532-3039

113901001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醫院 雲林縣 總機 05-537-2000#9、100

043901051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 癌症篩檢櫃台 05-532-3911#5054、5055

11391300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雲林縣 門診櫃台 05-691-5151#2115

11400300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 癌症篩檢櫃台 05-264-8000#5764、5765

1122010021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縣 癌症篩檢中心 05-275-6000#2279

11400105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 癌症篩檢櫃台 05-362-1000#3738

0140010028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 放射科櫃台 05-379-0600#233

112201001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 影像醫學櫃台 05-276-5041#2340

0122020517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 掛號櫃台 05-231-9090#2114

0622020017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市
癌症篩檢櫃台

社區櫃台

05-235-9630#2549

05-235-9630#3571

1522011115 陽明醫院 嘉義市
服務台

個管師

05-225-2000#1885

05-225-2000#3786

0922020022 慶昇醫療社團法人慶昇醫院 嘉義市
櫃台

個管師

05-222-9191#102、101

05-222-9191#502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 癌症篩檢站 06-281-2811#53289

11410905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 四癌篩檢站 06-622-6999

0141010013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臺南市 體檢室 06-635-1131#2213

064131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臺南市 健檢中心 06-312-5101#1208

110504001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 癌篩整合中心 06-570-2228#2198

11050500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臺南市 癌篩站 06-726-3333#33290

042104001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 癌篩櫃台 06-235-3535#2380

1121010018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 臺南市 癌症篩檢站 06-274-8316#1515

1521031104 郭綜合醫院 臺南市 癌症中心 06-222-1111#1231

0121050011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 癌篩健檢中心 06-220-0055#2612

0905320023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臺南市 健檢中心 06-336-4567

1305370013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臺南市 癌篩中心 06-355-3111#1130

3521011211 葉明宏外科診所 臺南市 總機 06-200-2959

0941010019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臺南市 乳攝部 06-632-6351

1505340019 大安婦幼醫院 臺南市 總機 06-222-3699

3505320653 彩家診所 臺南市 總機 06-200-5333

1107320017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高雄市 癌篩櫃台 07-559-9123#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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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10001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 癌篩櫃台 07-731-7123#3299

1142120001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 癌篩櫃台 07-615-0011#5210

0142030019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 健檢中心 07-661-3811#5211

1542020067 光雄長安醫院 高雄市 總機 07-621-9156

1302050014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 癌篩櫃台 07-312-1101#6055

3507300364 鍾愛一身診所 高雄市 總機 07-342-6156

3507320964 佑康診所 高雄市 總機 07-321-5358

1502051426 四季台安醫院 高雄市 乳房攝影 07-398-3000#5210

1507320015 新高醫院 高雄市 乳房攝影 07-747-2320#1208

0902080013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 癌症篩檢中心 07-335-1121#1636

1102110011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 服務台/乳房篩檢站 07-803-6783#3185

1502110064 安泰醫院 高雄市 癌症篩檢中心 07-801-7856#608

0102020011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 放射科乳房攝影室 07-555-2565#2027

1502040021 健仁醫院 高雄市 預防保健處 07-35-7166#3105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 乳篩窗口 07-3422-121#76259

1502031095 馨蕙馨醫院 高雄市 體檢室 07-558-6080#1012

0502030015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高雄市 健檢中心 07-581-7121#3231

1507300059 維馨乳房外科醫院 高雄市 總機 07-976-3998

1107350015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高雄市 健康促進中心 07-223-8153 #6128

0102080017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 健檢中心 07-751-1131#2345.2346

0502080015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高雄市 癌篩中心 07-749-6751#726508

1502070118 健新醫院 高雄市 總機 07-216-4569 

1502041117 右昌聯合醫院 高雄市 放射科 07-364-3388#3025

1507310019 金安心醫院 高雄市 總機 07-364-9890

3507330504 愛汝診所 高雄市 總機 07-224-2525

010207002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高雄市 癌篩小站 07-291-1101#8007,8011

1542050056 建佑醫院 高雄市 癌篩櫃台
07-643-7901#143(上午)

07-643-7901#962(下午)

1107120017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高雄市 癌症中心 07-615-0022#5210

0943030019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 癌症篩檢窗口 08-832-9966#1395

1343030018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屏東縣 服務台 08-832-3146#1211

0143010011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市 健檢中心 08-736-3011#2117

1143010012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市 放射科 08-736-8686#3115

0143040019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屏東縣 放射科 08-889-2704#2107

1543010109 國仁醫院 屏東市 癌篩櫃台 08-722-3000#7237

0943010017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屏東市 社區醫學部 08-766-5995#1339

064313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屏東縣 四癌篩檢櫃台 08-770-4115#730

0943160012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屏東縣 健康管理中心 08-878-9991#2006

1134020019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 放射科櫃台 03-954-3131#1115

0434010518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宜蘭市 排檢櫃台 03-932-5192#12260

1134020028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 四癌篩檢櫃台 03-954-4106#6224

2334070014 宜蘭縣員山鄉衛生所(乳房攝影巡迴車) 宜蘭縣 乳篩窗口 03-922-1575#19

114501001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 癌症篩檢櫃台 03-856-1825#13074

1145010038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花蓮縣 免費篩檢櫃台 03-8241234#1823

0145010019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 健診中心 03-835-8141#2300

0545040515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花蓮縣 放射科櫃台 03-826-3151#815150

1146010014 馬偕紀念醫院臺東分院 臺東縣 癌篩櫃台 08-931-0150#477

1146010032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臺東基督教醫院 臺東市 健檢中心 08-996-0888#1636

0146010013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市 癌篩中心 08-932-4112#1132

0144010015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 社工室 06-926-1151#50717

0190030516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 四癌篩檢櫃台 08-233-2546#11948

0291010010 連江縣立醫院 連江縣 放射科櫃台 08-362-5114#2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