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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布日期：104.02.26 

健保醫字第 1040032773 號 

 

主旨：公告 104 年「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第一季承辦院所

及醫師名單，如附件，執行起迄日為自 104 年 2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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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 

承辦院所及醫師名單(第一季) 
執行起迄：自 104 年 2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區別 醫事機構代碼 院所名稱 承作醫師 

台北 3831131860 易元堂中醫診所 鄭集誠 

台北 3801201788 真善美中醫診所 吳思葦 

台北 3801200068 陳鐵誠中醫診所 陳鐵誠 

台北 3831040471 元隆堂中醫診所 鄭麗卿 

台北 3831050011 德昌中醫診所 林坤成 

台北 3831062502 超群中醫診所 洪啟超、康錦花、柯乃靖 

台北 113105051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

慈濟醫院 

陳建霖、吳炫璋 

台北 3801161896 和悅經典中醫診所 詹琬菁 

台北 3834011374 喜樂經典中醫診所 郭力豪、陳彥婷、沈邦立 

台北 3801102155 傳愛經典中醫診所 鄭宏足、戴子穠、吳錦芬 

台北 3831032237 康福中醫診所 林慧渼、陳科男 

台北 130111051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

分院 

王玟玲、廖芳儀、廖先胤、

劉學融、侯甫葦 

台北 3831032175 祥寧中醫診所 羅瑞陽、劉芳靜 

台北 3831032344 祥同中醫診所 蕭喨綺、林郁晴、江萬豪 

台北 3831171248 妙吉祥中醫診所 蘇聖翔 

台北 3801022705 育揚中醫診所 歐乃慈 

台北 3801182573 李思儀中醫診所 李思儀 

台北 3801201500 長青中醫診所 徐慧茵 

台北 3831121088 瑞芳中醫診所 李牧麟 

台北 3801010296 華泰中醫診所 施純全、李秋琴、曹昌煜 

台北 3801200094 生德堂中醫診所  黃正昌 

台北 3801102137 鼎昌中醫診所 曹永昌、張志杰 

台北 3831062217 天澤中醫診所 趙明廣 

台北 3801152388 指筌中醫診所 黃宗斌、陳佩吟 

北區 3832022806 華信中醫診所 吳純美 

北區 3832023045 當代中醫診所 張文淮 

北區 3835011501 宏達中醫診所 彭美婷 

北區 3835011289 保生堂中醫診所 詹永兆、林孝澤 

北區 3812012199 恩慈經典中醫診所 莊志瑜、張埈瑛 

北區 3835010200 郭豐演中醫診所 郭豐演 

北區 3835051130 林嘉發全方位中醫診所 林嘉發、杜穎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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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醫事機構代碼 院所名稱 承作醫師 

北區 3832071265 悅兒親子中醫診所 黃子玶 

北區 3832013432 風澤中醫診所 余爵至、姜智釗、胡心瀕、

王淵生 

北區 3832023161 內壢風澤中醫診所 陳冠仁、施沛志 

北區 3832023081 慈佑中醫診所 葉素貞 

北區 3833051203 安興中醫診所 傅世靜 

北區 3832091150 安聲中醫診所 何紹彰 

北區 3832023018 黃秀凌中醫診所 黃秀凌 

北區 3832023054 江碩儒中醫診所 江碩儒、戴佑珊、黃淑貞 

北區 3832013156 仁心堂中醫診所 李敏惠、陳仁典、陳盈如、

古智尹、李玟槿 

北區 3832023205 內壢仁心堂中醫診所 潘珮蘭 

北區 3832022628 信望愛中醫診所 盧信錕 

北區 113207001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

紀念醫院 

高銘偵、蔡馥光、林玫君、

游景卉、黃悅翔、鄭淑臻、

陳彥融、許惠菁、唐遠雲、

江宛蓉、楊宗憲、許珮毓、

劉耕豪、林建雄、許中原、

黃新家、賴琬郁、陳怡斌、

郭順利、陳曉暐、鄭為仁、

高定一 

北區 113207103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

紀念醫院 

江宛蓉、游景卉、高銘偵、

蔡馥光、林玫君、黃悅翔、

鄭淑臻、陳彥融、許惠菁、

唐遠雲、楊宗憲、許珮毓、

劉耕豪、林建雄、許中原、

黃新家、賴琬郁、陳怡斌、

郭順利、陳曉暐、鄭為仁、

高定一 

北區 3832022306 王秀女中醫診所 王秀女 

北區 110101001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

紀念醫院 

游景卉、高銘偵、蔡馥光、

林玫君、黃悅翔、鄭淑臻、

陳彥融、許惠菁、唐遠雲、

江宛蓉、楊宗憲、許珮毓、

劉耕豪、林建雄、許中原、

黃新家、賴琬郁、陳怡斌、

郭順利、陳曉暐、鄭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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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醫事機構代碼 院所名稱 承作醫師 

高定一 

中區 3817021938 康程中醫診所 巫曼娟、游峻銘 

中區 3817062304 昀唐中醫診所 蕭雅文 

中區 3717060506 仁美中醫診所 陳維苓 

中區 3803260070 醫林中醫診所 吳慈榮、黃紫瀅 

中區 3817060346 景新中醫診所 賴文志 

中區 131704001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雅吟、彭昱憲、林榮志、

許世源、潘天健 

中區 3817072097 許美照中醫診所 許美照 

中區 3817020100 大立內外科中醫診所 洪玉山 

中區 3803290050 群復中醫診所 覃郁甄、林玉唐、賴彥君 

中區 3803260169 新陽明中醫診所 邱重閔 

中區 3836202211 赫林赫中醫診所 林小玲 

中區 3817052102 健恩堂中醫聯合診所 鄭瑞昌、黃玉治、沈其如、

黃惠瑜 

中區 3836071216 弘春堂中醫診所 洪國智、王蘢銳、郭慈威 

中區 3836012066 一品堂豐原中醫診所 張永明 

中區 3836190056 長春中醫診所 陳憲法、徐瓊茹 

中區 131705001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蘇珊玉、廖芳儀、謝淑鳳、

李湘萍、陳盈佑、祝璿燕、

張尹人、郭芊慧、陳媺岱、

謝翠玉、尤一帆、李艾玲、

林欣瑩、廖元敬、范芝瑜、

林怡君、張家綺、廖先胤、

黃明正、劉學融、王亭云、

侯甫葦、王鈺棋、詹雅閔、

沈俐伶、陳佑羽、黃詩偉、

周書玉、陳書怡 

中區 3837031163 東方中醫診所 柯富揚、陳明邦、曾建榮、

黃素華 

中區 0117030010 衛福部台中醫院 翁淑雯 

中區 0936060016 童綜合醫院中醫科 王崧 

中區 3803250065 和樂中醫診所 林南宏 

中區 1836010097 大同中醫醫院 張瑞麟、黃柯埠、李培俊、

賴東淵、余威亮、洪至言、

史榮昌、林守志、張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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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醫事機構代碼 院所名稱 承作醫師 

中區 3836090168 聖華中醫診所 林水源、陳亨彥、郭謦同 

中區 3836012084 豐洲進安中醫診所 陳穎臻、廖柏彥、張瑞麟 

中區 1536100081 清泉醫院 張財源、李健嵩、林邑蓉、

蔡光前、張瑞麟 

中區 3837131113 長青中醫診所 馮天祥 

中區 3837012346 延平中醫診所 楊文沛、魏賓辰、張婧瑜 

中區 3836181299 李采霓中醫診所 李采霓 

中區 3817044708 京采中醫診所 李采霓 

中區 3817072006 東方中醫診所 陳曉瑩 

中區 3836151273 東方烏日中醫診所 蘇怡豪、張水秀 

中區 1136090519 台中慈濟醫院 蘇春豐、馮紀新、吳美瑤、

鄭宇雅、伍崇弘、莊佳穎、

傅元聰、謝紹安、簡俊安、

陳相如、廖子嫻、張勝鈞、

邱媛貞、邱詩方、邱慧玲、

黃鵬飛、林怡芬、吳莉瑩 

中區 113708001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

林基督教醫院 

張順昌、李佳穎、劉彥廷 

中區 3817052371 燃燈中醫診所 陳榮洲、陳貞如 

中區 0903260015 順天醫療社團法人順天醫院 賴貞志 

中區 3836051232 東方中醫診所 陳昱達、李珮甄 

中區 3836180176 常益中醫診所 莊坤龍 

中區 3817060686 高堂中醫聯合診所 鄭基杰、盧崴翎、林文濱、

張豐皆 

中區 0617060018 臺中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科 蔡真真、江佩蓉、周書慧、

李昀瑾 

南區 3839120038 扶原中醫診所 吳詩儀、郭大維 

南區 3839011230 大成中醫聯合診所 吳美慧、王清曉 

南區 1139030015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

瑟醫院 

黃柏銘、廖娸廷 

南區 3840041244 傳承中醫診所 陳幸子 

南區 3821041822 日安堂中醫診所 陳正文 

南區 3805350077 邱碧瑩中醫診所  邱碧瑩 

南區 3839011427 東方中醫診所 陳彩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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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醫事機構代碼 院所名稱 承作醫師 

南區 1305370013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

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林峻邦、何宗融、賴秀英、

徐堅銘、陳香霓、李冠東、

曾印正、廖殷梓、賴建銘、

黃千甄 

南區 112201001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 

洪培修、方建喨、陳三元、

林美儀、吳蓉茹、謝文哲、

呂啟禎、林怡如、廖敏芳、

黃雅鈴、黃志偉、黃筱珊、

曾馨儀、吳明倉、林其寬、

陳嘉帆 

南區 0141270028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戴步雲 

南區 0121050011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陳俞沛、楊添麟、徐瑜璟、

魏廉鴻、鄧佳明 

南區 0141060513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新化分

院 

陳俞沛、楊添麟、徐瑜璟、

魏廉鴻、洪志庸 

南區 3841311763 黃中一中醫診所 黃中一、張育誠、李純青 

南區 11400105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施瑋泰、曾啟權、林吟霙、

朱妍樺、楊佩蓉、朱世盟、

林英潔、柯俊旭 

南區 1339060017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何宗融、賴英秀、徐堅銘、

許麗娟、陳香霓、羅煥奎、

趙恆翊 

南區 3821041886 禾豐中醫診所 曾劍奎 

南區 3821010176 賴金蓉中醫診所 賴金蓉 

高屏 3807300093 惠馨中醫診所 謝秋霞 

高屏 3842012134 佑慈中醫診所 阮正田、龔淑玲 

高屏 3802053482 禾嘉協昱中醫診所 黃治晟 

高屏 3807320264 嘉品中醫診所 葉濡端、王聖翔 

高屏 3842110019 曾承軒中醫診所 曾承軒 

高屏 3843010410 仁光中醫診所 巫雲光 

高屏 3842011995 黃蘭媖中醫診所 黃蘭媖 

高屏 1302050014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謝佳蓉、林宏隆、許春宏、

邢郁欣、陳忠淵、蔡政勳 

高屏 3842060023 玉安中醫診所 吳元劍 

高屏 3802061797 張倩華中醫診所 張倩華 

高屏 1107350015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

功醫院 

郭哲彰、朱建福、林威全、

徐立玲、鄭名惠、陳嘉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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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醫事機構代碼 院所名稱 承作醫師 

趙家儀、馮源智 

高屏 3843011864 六和堂中醫診所 沈美華 

高屏 3843191036 吉鴻中醫診所 簡士雄 

高屏 1142100017 高雄長庚醫院中醫部 黃升騰、洪裕強、廖晏農、

張正杰、蔡明諺、薛敦品、

吳蓓禹、洪怡錂、鄭宇眞、

高照為、黃煦恩、盧政男、

畢國偉、劉俊廷、曾映蓉、

郭純恩、吳思穎 

高屏 3807290010 元生華榮中醫診所 賴宗甫 

高屏 3842110073 元生中醫診所 許添發 

高屏 3807330037 協昱中醫診所 黃治晟 

東區 1146010032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

教醫院 

黃俊傑、王永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