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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局為提昇呼吸器依賴患者的照護品質，自 89年 7月 1日起

開始推動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試辦計

畫」，希望透過健保支付方式的誘因，促使醫療院所進行整合，以

提供病患完整性的呼吸照護服務，依據 93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

資料，全年因呼吸衰竭需長期使用呼吸器的住院案件已達 27,585

件，健保支付的住院醫療費用達 153億元。 

除了從改變健保醫療費用支付方式與促使醫療院所提供整合

性照護服務的努力之外，本局也希望能從衛生教育層面協助病患

家屬或照顧者，故邀集國內各大醫院胸腔科專科醫師及呼吸照護

專家編撰「需長期使用呼吸器病人手冊」，提供較為簡明扼要的呼

吸照護專業醫療相關資訊，希望病患家屬或照顧者能透過本手冊

的說明，瞭解長期使用呼吸器病患各階段病程的發展、可能面臨

的併發症、需不需要氣管切開的選擇及呼吸照護專業人員可以提

供的服務等等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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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什麼是呼吸器 

   呼吸器是當病人有呼吸衰竭現象時，協助病人呼吸的機器。

呼吸器分為三部分，一為呼吸部分，二為監測部分，三為警報部

分。         

參、為什麼要使用呼吸器、誰需要使用呼吸器 

使用呼吸器是要解決病人呼吸困難、呼吸微弱、沒有呼吸或

氧氣不足等問題。 

下列病患常會發生呼吸衰竭而需使用呼吸器： 

一、肺炎 

二、氣喘 

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四、心臟衰竭 

五、昏迷 

六、中風 

七、全身麻醉手術 

肆、呼吸器應該使用多久 

呼吸器應該使用多久，並沒有標準答案，常依每個病人狀況

不同而異，即使相同疾病，也因疾病嚴重度不同、個人性格特質、

心理層面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呈現很大差異性，如果因藥物中

毒，嚴重氣喘發作等疾病原因，給予呼吸器支持呼吸，因病人狀

況較單純，待疾病狀況改善或消除，即可考慮脫離呼吸器，此種

情況呼吸器使用時間通常比較短，但如果因發炎反應導致重要器

官衰竭或造成不可逆性損傷，呼吸器使用時間就比較長，若病人

於生病前身體功能或營養狀態比正常狀況差時，使用呼吸器的時

間也會比一般人長。 

    當病人使用呼吸器超過 21天時，可能需要考慮呼吸器長期

使用的相關問題，造成病人長期使用呼吸器的原因非常多。主要

分為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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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大類：心肺疾患，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與慢性鬱血

性心臟病及冠狀動脈疾病。 

二、第二大類：內科或外科問題導致多重器官衰竭。 

三、第三大類：神經肌肉疾病，包括小兒麻痺症候群、脊椎損

傷、肌肉萎縮症、脊柱側索硬化症、多發性硬

化症、兩側橫膈麻痺、中樞性通氣障礙，神經

肌肉疾病多屬於漸進性疾病或造成不可逆性的

傷害，病程進展至末期通常引起呼吸衰竭，病

患無法自己呼吸時，終其一生都需要仰賴呼吸

器。 

    呼吸器使用多久的時間，通常沒有辦法預估，但是重要的是

使用呼吸器這段期間，病人的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是否得到良

好的照護與支持，而在脫離呼吸器後能回歸社會，對不能脫離呼

吸器的病人與家屬，也能在健全的醫療體系支援下，適應長期使

用呼吸器的生活。 

伍、什麼情況下可以脫離呼吸器 

脫離呼吸器必須考慮下列九大因素： 

一、病人開始使用呼吸器的病因，當影響呼吸的病因去除或已改

善時才能考慮脫離。 

二、病人的身體狀況已恢復到未使用呼吸器前的身體狀況。 

三、疾病危急期的長短。 

四、身體組織使用氧氣進行新陳代謝的狀況。 

五、呼吸負荷與呼吸能力。 

六、心臟血管功能。 

七、身體其他器官的功能。 

八、使用呼吸器的時間，時間越久脫離的機率越低。 

九、心理因素，有些病人已將呼吸器視為身體的延伸，脫離呼吸

器時要先克服心理障礙。 

脫離呼吸器首要條件病人必須要能自己呼吸，有自己呼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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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才可考慮脫離呼吸器。當病人度過急性期後，身體各個器

官功能恢復正常，有能力自己呼吸時，醫師及呼吸治療師會依病

人狀況，調整呼吸器，減少呼吸器輔助的比例，增加病人自己呼

吸的比例，讓病患逐漸適應，在呼吸器支持模式下自己呼吸，脫

離呼吸器屬於漸進式，經過呼吸功能測試，測試結果良好，才可

以考慮脫離呼吸器。脫離呼吸器的訓練方法有很多種，通常會選

擇白天加以訓練，晚上休息，訓練時間長短必須依病人狀況加以

調整，訓練脫離呼吸器的天數，以病人的反應決定，通常有多次

脫離失敗的病人，脫離訓練的天數越長。 

脫離呼吸器的時機非常重要，太早或太晚都會對病人造成影

響，太早脫離呼吸器會對病人心肺系統造成嚴重的影響，這些不

良的影響反而延後病人復原的時間，太早脫離呼吸器失敗的陰

影，也對病人與家屬造成心理負擔，失敗次數越多，負擔越沉重，

也越難脫離呼吸器。而太晚脫離呼吸器會增加使用呼吸器的各種

合併症，例如院內感染的肺炎、心肌梗塞與死亡，增加病人、家

屬乃至整個醫療資源及社會成本負擔。 

    當病人多次嘗試失敗或因病程惡化，無法脫離呼吸器時，病

人與家屬必須面對終生使用呼吸器的事實，調整心態，在醫護人

員協助下，適應長期使用呼吸器帶來種種不方便，並將病人不舒

服的程度降至最低。 

陸、使用呼吸器病人什麼情況下需要作氣管切開術 

一、長期插管與氣管切開的優缺點 

病人因呼吸衰竭被插上人工氣道接上呼吸器輔助呼吸，

人工氣道必須通過喉嚨與聲門進入氣管，人工氣道梗在喉

嚨，常會導致病人不舒服且無法發出聲音。 

長期插管會造成以下的合併症：包括由鼻腔插管可能引

起鼻腔疼痛、鼻竇炎，口腔因為氣管內管壓迫容易導致嘴唇

潰瘍、喉嚨內長肉芽腫、聲帶受損、或因氣囊過度壓迫氣管

造成氣管軟化症，及吞嚥困難。 



 5

病人長期插管在照護上的缺點：病人吞嚥困難、口腔分

泌物不易清除、口腔衛生不易維持、常發生口臭情形，且病

人容易咬管導致通氣不順或呼吸器警報。 

基於上述的缺點，可以考量將氣管內管更換為氣切管。

從氣管內管更換成氣切管，除了方便醫護人員照護，病人自

己拔管的發生率降低，使用呼吸器病人經過訓練與調適後，

可以吞嚥與進食，甚至可以配合呼吸器送氣時間說話，大大

提升長期使用呼吸器病人的生活品質。 

二、氣管切開的時機 

在病人剛插管七日內，除非是呼吸道異常或手術需要，

通常不考慮給予病人氣管切開，決定氣管切開的時機不只考

慮插管的時間，還包括許多因素，例如：上呼吸道阻塞、頭

頸部或胸腔手術需要、昏迷或四肢癱瘓需要長期臥床的病

人，無法自行排除痰液，可能有吸入性肺炎的病人，其中最

主要的決定因素是無法自行排除痰液及病人需要長期依賴呼

吸器。病人病程進展至需要長期依賴呼吸器或嘗試脫離呼吸

器失敗多次後，通常約為插管三週或三週以上時，醫師會建

議病人與家屬，考慮讓病人氣管切開，經過溝通解釋說明後，

病人或家屬簽署同意書，選擇病情穩定沒有發燒的情形，讓

病人在全身麻醉中執行氣管切開手術。 

柒、長期使用呼吸器可能有什麼併發症？ 

人工呼吸器在正常使用情況下，不會有傷害。但是有些常發生

的併發症需要注意，包括： 

一、喉頭水腫，氣管黏膜創傷。 

二、管路意外脫落或漏氣，造成呼吸困難或沒有呼吸。 

三、壓力太高造成肺泡壓力創傷，導致皮下氣腫或氣胸等。 

四、氧氣濃度太高造成氧氣中毒。 

五、呼吸器引發肺炎。 

捌、什麼情況下呼吸器使用病人需住在加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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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使用呼吸器的病人都需要住在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

而且又因下列狀況造成生命徵象的不穩定、需要密切監測加強

照護之病患才需要住在加護病房，例如： 

一、急性呼吸衰竭、呼吸窘迫、間歇性呼吸暫停或重度窒息需

積極呼吸治療患者。 

二、急性心肌梗塞患者、不穩定型心絞痛或狹心症患者。 

三、急性心臟衰竭、急性腎臟衰竭、急性肝臟衰竭患者。 

四、手術後仍需輔助性治療或生命徵象不穩定患者。 

五、危命性不整脈（含心搏暫停後）患者。 

六、休克患者。 

七、嚴重新陳代謝及電解質、水分不平衡或內分泌異常需加強

監視患者。 

八、急性中毒性昏迷患者。 

九、肝硬化性肝昏迷患者。 

十、胸腔外科、心臟外科及神經外科手術後需要加強醫療照護

患者。 

十一、腦中風、腦膜炎、腦炎等腦病變急性期，合併意識障礙

或昏迷患者。 

十二、癲癇重積症患者。 

十三、急性顱內壓增高危及生命患者。 

十四、急性腦幹病變患者。 

十五、敗血症或疑似敗血症且生命徵象不穩定患者。 

十六、新生兒黃疸過高需換血者。 

十七、出生體重低於1500公克之極度早產兒。 

十八、其它危急重症造成生命徵象不穩定患者。 

玖、什麼情況要轉到呼吸照護中心？如果不轉會有什麼影響？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可轉住呼吸照護中心： 
(一) 呼吸器使用超過14天。 

(二) 各器官系統、氧合狀況或手術傷口呈現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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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須轉入呼吸照護中心作居家呼吸器照護訓練。 

(四) 癌症末期患者使用呼吸器，經主治醫師認定不再施行積

極性治療者。 

(五) 肌肉神經退化性病患及頭頸椎傷患使用呼吸器等，經呼

吸照護中心負責醫師評估適合於呼吸照護中心治療者。 

二、如果不轉會有什麼影響？ 
(一)由於長期使用呼吸器病人免疫力較差，而加護病房內多

為感染性高、嚴重度高且需多重監視器監測之病患，病

人停留在加護病房，除了容易感染，多重監視器形成的

噪音及加護病房內處置的緊張氣氛，會使得病人身心均

無法放鬆復原，同時加護病房床位無法有效運用，其他

病患需要加強照護時，可能因無法入住因而喪失搶救先

機。 

(二)但如果患者出現以下狀況，得回轉加護病房照護： 

１、休克（嚴重血行動力學不穩） 

２、急性心肌梗塞（AMI） 

３、其他重大之外科手術  

 

壹拾、什麼情況要轉到呼吸照護病房？ 

在呼吸照護中心的總天數超過 42 天，或連續使用呼吸器的總天

數超過 63 天，或經胸腔科專科醫師評估，無法在短期內脫離呼

吸器者，應轉住呼吸照護病房，例如： 

一、需長期使用呼吸器或呼吸器依賴的患者。  

二、癌症末期使用呼吸器且不再接受積極治療者。 

三、外科手術後傷口穩定、急性損傷、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肌肉神經退化症、脊椎損傷等疾病而無法脫離

呼吸器者。  

四、無嚴重感染、不再需要點滴注射抗生素者。  

壹拾壹、可以執行呼吸治療的作業的人員有那些？各執行那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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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一、呼吸治療的作業一般是由胸腔專科醫師照會後給予醫囑，

由專業護理人員、呼吸治療師執行，居家照護者

（caregiver）及家屬可經專業照護者(如:專業呼吸治療

師、專業護理人員)臨床指導並評值無誤後，可執行相關照

護工作及緊急處置。 

二、胸腔科醫師、呼吸治療師、護理人員、居家照護者各執行

那些工作？ 

 胸腔科醫師 呼吸治療師 護理人員 居家照護者 

開立醫囑 ◎    

身體檢查評估 ◎ ◎ ◎  

噴霧給藥及評估 ◎ ◎ ◎ ◎ 

氧氣治療及評估 ◎ ◎ ◎ ◎ 

呼吸器設定調整 ◎ ◎   

呼吸治療器材功

能之評估 
◎ ◎   

呼吸治療紀錄 ◎ ◎   

更換氣切 ◎ ◎ ◎  

更換胃管 ◎  ◎  

更換導尿管 ◎  ◎  

胸腔復原運動 ◎ ◎ ◎ ◎ 

緊急處置(如:心

肺復甦術) 
◎ ◎ ◎ ◎ 

壹拾貳、居家呼吸照護服務內容有哪些？ 

一、居家呼吸照護的目標是要維持或促進生理、心理功能、降

低併發症及改善生活品質。故照護內容以病患病情穩定及

可以延續復健治療為主。但一定要有適當24小時照護者。 

二、主要的照護者之照護內容： 

(一)照護者能作簡單的身體理學評估。 

(二)正確的使用設備及學會設備的基本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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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吸道照護：含維持適當氣切管氣囊，清除分泌物等。 

(四)營養照護；依照醫師、營養師評估指示給予。 

(五)功能復原治療：儘量採半坐臥姿，或離床活動。四肢肌

力訓練。 

三、備妥儀器與相關設備： 

(一)選擇呼吸器並應學會的事項：辨識基本控制鈕、管路正

確連結、警報發生之處理，以及清潔與保養方法。 

(二)抽痰機、急救甦醒器正確使用。 

(三)加溫潮濕器使用。 

(四)氧氣來源準備，如氧氣濃縮機與氧氣鋼瓶，並注意用氧

安全。 

(五)特殊輪椅，以便可以離床活動。 

(六)緊急用電之電源。 

四、緊急之聯絡人員與方法，包括呼吸器以及回轉醫院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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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結語 

長期使用呼吸器維持生命，需要花費較多的醫療資源並可

能會增加家庭照護者的負荷及病患的身心靈各方面壓力。然而

部份病患病情穩定且加上復健仍可獲得較佳的生活品質，甚至

可以享受家庭生活，受家人持續關愛照護。所以影響心肺功能

的潛在病因、病患與家人對生命生活的價值觀與期待程度以及

家庭對後續照護的接受度，三方面都需考量，才能提供適當的

治療方針協助病患。如需更進一步的資訊可由附錄所列之呼吸

治療相關團體或健保局各分局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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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全民健康保險對需長期使用呼吸器病人提供哪些照護？ 

（一）全民健保推動呼吸器依賴患者照護試辦計畫以鼓勵病患

及早脫離呼吸器，並提供無法脫離呼吸器患者適當的照

護。 

（二）呼吸器依賴病患住院使用呼吸器期間，健保給付內容為

病患住院期間之必要醫療照護費用，如診察費、病房費、

檢查費、治療處置費(含呼吸器相關費用)及藥費⋯⋯等。 

（三）若病人居家使用呼吸器，經參加呼吸器依賴患者照護試

辦計畫之醫事服務機構評估收案者，健保給付內容為居

家照護之醫療費用，如醫師、呼吸治療師及護理人員之

訪視費、治療處置費（呼吸器費用、氣切護理、留置導

尿管護理、造口護理⋯⋯等）、治療材料費、設備供應等

相關費用。 

二、如何取得該項服務？ 

（一）呼吸器依賴患者申請居家照護程序 

１、呼吸器依賴患者如由住院轉回居家：需經診治醫師評

估，由診治醫師開立居家照護醫囑單，由診治醫院（參

與試辦計畫）直接收案或轉介至其他參與試辦計畫之居

家呼吸照護機構收案。 

２、現行已在居家之呼吸器依賴患者，若欲參加試辦計畫，

可洽參與試辦計畫之居家呼吸照護機構查詢（或洽健保

局各分局協助），經該機構評估收案後，即屬居家呼吸

照護範圍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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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傷病證明申請程序及檢附文件 

１、保險對象經特約醫療院所醫師診斷確定所罹患的傷病

是屬於公告之重大傷病時（例如：因呼吸衰竭需長期使

用呼吸器），可檢具下列文件郵寄或親自送件，向健保

各分局申請重大傷病證明。 

（１）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 

（２）特約醫院、診所開立三十日內之診斷證明書。但前

項申請書已加蓋醫師及特約醫院、診所戳章者，得

免送診斷證明書。（申請書及證明書之診斷病名

欄，應加填國際疾病分類碼）。 

（３）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4歲以下無

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代替）。 

（４）相關病歷資料(需註明造成呼吸衰竭原因、呼吸器

使用起迄期限及每日使用時數、短期內可否脫離、

無法脫離原因及近一個月以上之每日呼吸治療記

錄單影本) 

※若屬「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膽性支付方式

試辦計畫」者，請詳填呼吸器依賴患者重大傷病證

明申請附表及附二十一天以上之每日呼吸治療記錄

單影本（再次申請者，請附近一個月以上之每日呼

吸治療記錄單影本）。 

２、目前重大傷病證明資料已登錄於健保IC卡內，登錄的

資料包括重大傷病的疾病代碼、有效期限起、迄日等。

獲准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限如已屆滿，請依前項

規定重新申請。 

３、其他重大傷病範圍、申請注意事項及就醫免部分負擔範

圍等相關資料，可上本局網站查詢：網址：

http://www.nhi.gov.tw/本局網站→就醫權益→民眾

就醫須知→重大傷病證明卡申請、換發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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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吸治療相關團體之地址及電話 

社會福利資源 

病友會/單位名稱 地址 網址 聯絡電話 

罕見疾病基金會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52號10F http：//www.tfrd.org.tw 02-25210717 

漸凍人協會 台北市北投區實踐街56巷13號1樓  http://www.mnda.org.tw 02-28201357 

台灣歡呼兒協會 臺北市復興南路2段236號12樓 http://helpkids.myweb.hinet.net (02)2701-2904 

脊髓損傷協會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450號1F http://www.tcsci.org.tw 04-24731074 

漸凍人協會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路一段184巷18號5F http://www.mnda.org.tw 04-25351880 

內政部社會司 台北市徐州路5號7樓 http://www.moi.gov.tw/dsa/ 02-23515167 

身心障礙福利 台北市徐州路五號五樓 http://sowf.moi.gov.tw/05/new05.htm 02-23565181 

呼吸照護中心 

機構名稱 床數 地址 聯絡人 網址或聯絡方法 

台北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10床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１６０號 廖淑惠 039-544106轉5530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12床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８１－８３號 林淑娟 039-543131轉1073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10床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１４５號（代表） 張育禎 02-23889595轉8502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24床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２段３２５號 湯雪華 02-87923311轉1688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 15床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９２號 陳秀款 02-25433535轉2665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

亞東紀念醫院 
20床 台北縣板橋市南雅南路２段２１號 袁再明 02-29546200轉2816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20床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３６２號 曾文風 02-22193391轉5411 

北區     

桃園縣龜山鄉公西村復興街5號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 24床

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頂湖路123之1號 
鍾愛玲 

03-3281200轉

2942-2943 

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分院 24床 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東舊路坑26之8號 陳梨君 

03-3196200轉

2507-2513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 12床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林秀玲 03-5326151轉4050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16床 桃園縣桃園巿中山路1492號 李世偉 03-3699721轉4327 

敏盛綜合醫院 10床 桃園市經國路168號 林家瑋 

03-3179599轉1944或

1959  

國軍桃園總醫院 15床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村中興路168號 邱黎明 03-4801601 

壢新醫院 12床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77號 吳淑芬 03-4941234轉3350 

為恭紀念醫院 10床 苗栗縣頭份鎮東庄里仁愛路116號 張瓊瑛 037-676811＃8337 

中區     

澄清中港醫院 10床台中市西屯區福安里中港路3段118號 鄭雅文 
2463-2000 轉 3363或

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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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44床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盧容 
2205-2121 轉 4229 

或0920-661361 

光田醫院 14床台中縣沙鹿鎮興安里沙田路 117號 黃淑真 2662-5111轉2869 

大里仁愛醫院 10床臺中縣大里市東榮路 483號 陳美玲 24819900  轉240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21床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張愛君 24739-595 轉8903 

彰化基督教醫院 64床彰化縣彰化市光南村南校街 135號 許惠芳 04-7238595轉3881 

衛生署豐原醫院 14床台中縣豐原市安康路 100號 李季香 04-25271180 

秀傳紀念醫院    17床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一段 542號 吳美娟 04-7256166~3199 

衛生署台中醫院     10床台中市三民路一段199號 王翠蓮 2229-4411 轉3071 

林新醫院 16床台中市惠中路三段36號 董慧萍 04-22586688-1670 

南區     

台南市立醫院 12床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７０號 張淑禎 （06）2609926-130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0床 台南市勝利路１３８號 林信杏 （06）2353535-258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斗六院區） 
12床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５７９號 蔡幸娥 （05）5323910-5726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13床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５６５號 蘇珀瑤 （05）2756000-7160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院 21床 嘉義縣朴子市仁和里嘉朴路西段六號 黃美梅 （05）3621000-2588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柳營分院 20床 台南縣柳營鄉太康村２０１號 林君薇 （06）6226999-71067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床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９０１號 曾桂鈴 （06）2812811-55205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院 10床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民生路二號 許嘉鎂 （05）2648000-5610

高屏區     

長庚醫院高雄分院 14床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123號 郭乃瑛 
07-7317123轉

2061.2063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1床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陳麗琴 07-3233123轉5104 

阮綜合醫院 12床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徐貴美 

07-3354421*2406及

hsu9136015@yahoo.co

m.tw 

義大醫院 12床 高雄縣燕巢鄉角宿村義大路1號 曾淑卿 07-6150011轉1012 

東區     

門諾醫院 24床 花蓮市民權路44號 邱淑娟 03-8241014 

馬偕醫院台東分院 11床 台東市長沙街303巷 1號 丁淑華 089-358015 

呼吸照護病房 

機構名稱 床數 地址 聯絡人 網址或聯絡方法 

台北區     

行政院衛生署宜蘭醫院 24床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１５２號 許麗華 039-325192 

蘇澳榮民醫院 40床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１段３０１號 陳麗敏 039-905106轉203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員

山榮民醫院 
16床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３８６號 洪聘婷 039-222141轉332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16床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１６０號 廖淑惠 039-544106轉5530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24床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８１－８３號 林淑娟 039-543131轉1073 

基隆市立醫院 22床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２８２號 楊玲玲 02-24652141轉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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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診療服務處 30床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１００號 朱明珮 02-24624117 

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32床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５段４２０巷２

６號 
宋述婉 02-26347653 

財團法人同仁院萬華醫院 75床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２段６０６巷６

號 
葉良美 02-23059292轉700 

秀傳醫院 37床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１１６巷１,

３,５號１至４樓及Ｂ１ 
王秋芬 02-27717172轉12 

福全醫院 19床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２段４８號 張玉珍 02-25630055 

泰安醫院 66床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２段９２巷２-

１號（地下１樓至地上６樓） 
王慧中 02-25251111轉666 

仁康醫院 57床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２段１３１－２

４號 
黃楓茹 02-27383489 

景美醫院 30床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６段２８０號 李玉淑 02-27383489 

台北縣立醫院 40床 台北縣三重市中山路２號 吳莉伊 02-22542710 

蕭中正醫院 30床
台北縣板橋市南雅南路１段１５–

１，１７，１９號 
蔡慧真 02-29687256 

中英醫院 40床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１段１９６號 王凱禎 02-22563584轉301 

板橋國泰醫院 67床
台北縣板橋市忠孝路５，７，９，１１

號１–３樓 
林惠釧 02-29583333轉2012

板英醫院 46床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１段２６７．２６

９．２７１號１–４樓 
陳慧心 02-82513923轉226 

宏仁醫院 22床
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２段１８６－１

９６號 
楊雅玲 02-29788877 

永和復康醫院 39床 台北縣永和市中和路５７５，５７７號 許瓊月 02-29240925 

永和振興醫院 59床
台北縣永和市信義路１８號１至６樓

地下１樓 
蘇秋萍 02-29221161轉285 

中祥醫院 36床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２段１４０號 蘇孟枝 02-22405055 

佑林醫院 44床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３段７１,７３號

１–４樓 
鄭雅蘋 02-22239293轉205 

怡和醫院 40床 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４９號１–４樓 廖心怡 02-22450009轉501 

同仁醫院 50床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８９號 黃錦慧 02-29170201轉251 

新莊英仁醫院 30床 台北縣新莊市大觀街４６–２號 姚光華 02-29928315 

新仁醫院 36床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３９５號 謝敏鈴 02-22036760 

新泰綜合醫院 14床 台北縣新莊市新泰路１５７號 張敏玲 02-29962121轉2337

益民醫院 40床
台北縣新莊市中港路１２７號１至４

樓 
陳秀竹 02-89911050 

樹林醫院 38床 台北縣樹林市中山路１段１１１號 王鶯芳 02-26810289 

廣川醫院 30床 台北縣土城市裕民路２７６號 汪秋蓉 02-22644106 

元復醫院 48床
台北縣土城市中央路２段３１８–３

２４號１–４樓 
潘俐穎 02-82616750 

全民醫院 17床 台北縣蘆洲市三民路７號１樓 連素嬉 02-82866881 

北區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 33床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廖寶珠 037-261920轉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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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仁醫院 30床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31號 郭慧芬 03-5552039轉880 

東元醫院 24床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吳秀卿 
03-5527000轉

3005-3007 

弘大醫院 30床 苗栗縣苗栗市新東街125號 徐瑞敏 037-361188轉660 

聖保祿醫院 39床 桃園市建新街123號 朱美娟 03-3613141轉3131 

祐民醫院 30床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民族路二段180號 劉美芳 03-4915656轉222 

大明醫院 15床 桃園縣龜山鄉龜山村萬壽路二段964號 杜宜璇 03-3202792 

新中興醫院 30床 新竹市興南路43號 陳雨柔 03-5229830 

大安醫院 25床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18巷6號 劉靜芬 03-5557188轉700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53床 桃園縣桃園巿中山路1492號 李世偉 03-3699721轉4327 

湖口仁慈醫院 30床 新竹縣湖口鄉孝勢村忠孝路29號 張珮芬 03-5993500轉6901 

03-5260119 
新生醫院（新竹） 30床 新竹市西門街120號 湯慧綺 

03-5222637轉68 

林醫院 20床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76號 劉玉敏 03-5948346 

和平醫院 27床 新竹市北區和平路86-1號 梁芸綺 03-5236258 

協和醫院 30床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367號 劉文卿 037-323322 

重光醫院 16床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1037、1039、

1041、1043、1045號 
謝惠如 037-663030轉605 

大眾醫院 20床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光復路304號 雷繐蓉 037-552683 

敏盛龍潭分院 24床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168號 范淑樺 03-4991222 

天成醫院 40床
桃園縣楊梅鎮新成路196號、中山北路

一段356號 
耿小萍 03-4785329 

崇仁醫院 22床 苗栗縣頭份鎮東興路110號 劉麗敏 037-663185轉2000 

慈祐醫院 30床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17號 黃惠雪 037-476589轉321 

壢新醫院 30床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77號 吳淑芬 03-4941234轉3350 

為恭紀念醫院 30床 苗栗縣頭份鎮東庄里仁愛路116號 曾琇玲 037-6768111轉8829

德濟醫院 11床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二段75號 許真瑛 03-3765000轉205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竹東榮

民醫院 
40床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1段81號 林靜修 03-5962134-560 

慈暉醫院 16床 苗栗縣通霄鎮中山路88號 張莉苓 037-759999轉203 

中區     

仁愛台中分院 40床 台中市中區柳岸里柳川東路3段３６號 趙錦華 2225-5450 轉13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83床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盧容 

2205-2121 轉 4229 

或0920-661361 

林新醫院 40床 台中市惠中路三段36號 董慧萍 04-22586688-1670 

順安醫院 30床 台中縣大甲鎮大甲里光明路6號 康如景 26862288轉3131 

清泉醫院 58床 台中縣大雅鄉三和村雅潭路178號 詹雪霞 2560-5600轉3803 

衛生署台中醫院 46床 台中市三民路一段199號 王翠蓮 04-22294411-3071 

秀傳紀念醫院 32床 彰化縣彰化市南瑤里中山路一段542號 吳美娟 047256166~3199 

衛生署豐原醫院 28床 台中縣豐原市安康路100號 李季香 04-25271180 

伍倫綜合醫院 30床 彰化縣員林鎮黎明里中正路201號 
陳芳雅 

04-8326161轉500或

508 

卓醫院 40床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中山路一段311號 陳子玲 04-878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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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 30床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1141號  張瑞娟 22390600轉700  

英醫院 12床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１９９號 
章佳麗 

25222538 轉590或

795 

員生醫院 12床 彰化縣員林鎮新生里莒光路３５９號
洪彩娥 

04-8339595轉730或

732 

洪宗鄰醫院 20床 彰化縣二林鎮西平里中正路６１號 
許閔淳 

04-8967737或8967955

轉62 

宏仁醫院 49床 彰化縣員林鎮惠來里惠來街89號 楊青真 04-8375878轉709 

第一醫院 58床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184號 卓岑璐 04-22221122-300 

祥恩醫院 76床 台中縣豐原市中興路35號 傅麗琬 04-25255522-601 

忠港醫院 60床 台中縣梧棲鎮中興路49號 廖怡亭 04-266580298 

泰安醫院 28床 台中縣霧峰鄉中正路928號 康禎云 04-23393015-10 

中山醫學中港分院 60床 台中市西區台中港路1段 23號 簡淑萍 04-22015111 

勝美醫院 30床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482號 李宛儒 04-22052169 

福平醫院 13床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71號 戴秀芬 04-25152433 

錦河醫院 15床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314巷2號 張家甄 04-22115466 

烏日澄清 40床 台中縣烏日鄉前竹村光明路419號 蔡紫芬 04-23376232轉300 

仁和醫院 24床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157號2、3F 顧小萍 048-756665 

建元醫院 19床 彰化縣田中鎮中路里中南路３段512號 楊青真 04-8757063 

署立南投醫院 30床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里復興路478號 吳月華 049-2231150轉5396

鹿基醫院 
30床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中正路 480號 
陳彥玲 

04-7779595轉7891或

7892 

南區     

（06）2200055-8533
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院 50床 台南市中區中山路１２５號 

洪婉君  

張雅菁 （06）2200055-5355

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40床 嘉義市西區福全里北港路３１２號 洪腕霞 （05）2344088 

行政院衛生署朴子醫院 30床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應菜埔42-50號 張素惠 （05）3790600-258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 40床 台南縣新營市忠政里信義街７３號 蘇秀華 （06）6351131-231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斗六院區） 
30床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５７９號 廖敏季 （05）5323911-5760

行政院退輔會嘉義榮民醫院 12床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６００號 江翊廷 （05）2359630-6035

行政院退輔會灣橋榮民醫院 36床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３８號 黃麗續 （05）2791072-5061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永

康榮民醫院 
40床 台南縣永康市復興里復興路４２７號 吳麗文 （06）3125101-2525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 40床 台南市東區泉北里東門路一段５７號 林浣淑 （06）2748316-4155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 10床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７４號 王宜蓁 （05）6337333-2356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院 30床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民生路二號 徐秋蓮 （05）2648000-5610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28床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１２３號 許惠綾 （05）7837901-1272

仁愛醫院 20床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１０號 黃思泯 （06）2213111-310 

郭綜合醫院 38床
台南市民生路二段１８．２０．２２．

２３．２４．２５．２７號 
高靜棉 （06）2221111-7461

永和醫院 20床 台南市福安里府前路一段304巷2號 張書瑜 （06）2231198 

仁村醫院 28床 台南市中區仙草里西門路一段486號 翁筱茜 （06）2139028 

陽明醫院 30床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２５２號 馮雅莉 （06）2252000-568 

陳仁德醫院 40床 嘉義市林森西路２８５號 胡雅惠 （05）216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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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醫院 24床 嘉義市民族路６６６號 阮慧貞 （05）2252617-300 

蓋德醫院 27床 台南縣六甲鄉甲南村中正路178-1號 李敏瑤 （06）6986777 

慈愛綜合醫院 30床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新社321-90號 黃淑娟 （05）5871111-1002

全生醫院 30床 雲林縣北港鎮中正路１００號 柯俋如 （05）7826808 

營新醫院 36床 台南縣新營市隋唐街２２８號 簡淑菁 （06）6595628 

新興醫院 29床 台南縣新營市中興路１０號 楊麗玉 （06）6356031-350 

佑昇醫院 30床 台南縣白河鎮民安路１號 莊淑莉 （06）6841999-1142

新生醫院 38床 台南縣佳里鎮建南里新生路２７２號 梁新民 （06）7212075 

佳里綜合醫院 16床 台南縣佳里鎮興化里佳里興６０６號 蘇純磐 （06）7263333-3522

博愛醫院 20床 台南縣善化鎮光文里民族路１６６號 湯淑婷 （06）5834560 

謝醫院 30床 台南縣善化鎮坐駕里中正路４３６號 李淑惠 （06）5838209-306 

恆生醫院 18床 台南縣關廟鄉中正路1021號 蘇艾嘉 （06）5955704 

銘生慢性復健醫院 20床 台南縣關廟鄉北花村中正路435號 郭心蘋 （06）5957456-323 

晉生慢性病醫院 30床 台南縣永康市中山南路９０２巷７號 黃玉珍 （06）2338420-11 

永達醫院 29床 台南縣永康市永大路二段１３２６號 楊雅淳 （06）2311111-611 

高屏區     

橋頭社區醫院 20床 高雄縣橋頭鄉成功路8號 張小姐 07-6111108 

高新醫院 30床 高雄縣路竹鄉中山路627號 余小姐 07-6963969 

惠川醫院 14床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92號 李小姐 07-6229292轉1311 

三泰醫院 45床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030號 周友萍 07-5518188 

寶建醫院 28床 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張玉枝 08-7665995轉2250 

基督教信義醫院 24床 高雄市苓雅區華新街86號 曾馨慧 07-3321111 

新高鳳醫院 57床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88號 黃資惠 07-3906061 

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 27床 屏東市大湖路58巷22號 賴秀君 

08-7560756轉

670.260.262 

永仁醫院 23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15號 陳小姐 07-2722451 

惠仁醫院 14床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69號 蘇小姐 07-2010196 

縣立岡山醫院 30床 高雄縣岡山鎮壽天路12號 余小姐 07-6244750 

祐生醫院 38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0號 郭靜娟 07-2866688 

建佑醫院 26床 高雄縣林園鄉東林西路360號 陳小姐 07-6437901轉353 

溪洲醫院 22床 高雄縣旗山鎮延平一路412號 盧小姐 07-6658877 

靜和醫院燕巢分院 30床 高雄縣燕巢鄉深水村深水路3之20號孫小姐 07-6156555轉501 

臨海醫院 29床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461號 梁小姐 07-8012171 

蕭志文醫院 20床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102號 周小姐 07-2250611 

大東醫院 29床 高雄縣鳳山市光遠路171之2號 陳佳姵 07-7463762 

小港醫院 16床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張念慈 

07-8036887,d8300@km

hk.kmu.edu.tw 

文雄醫院 25床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132號 鍾明宏 07-3165275 

大千醫院 40床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之11號 沈小姐 07-2267799 

顏威裕醫院 26床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26號 楊衛美 07-3011975 

復興醫院 28床 屏東市民生路147之3號 葉瑞淑 08-7232323 

衛生署旗山醫院 57床 高雄縣旗山鎮中學路60號 余小姐 07-661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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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修醫院 25床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426號 劉嘉修 07-6233282 

東區     

門諾醫院 16 花蓮市民權路44號 邱淑娟 03-8241014 

鳳林榮民醫院 24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1段 2號 徐秋蓮 

03-8764539轉 381或

382 

署立花蓮醫院 30 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黃秀珠 03-8358141轉2302 

國軍花蓮總醫院 20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 謝秉珊 03-8263151轉 815180

暑立台東醫院 30 台東市五權街1號 周惠苓 

089-324112轉 269或

278 

台東基督教醫院 28 台東市開封街350號 盧玉英 089-323362轉 1730 

居家呼吸照護機構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人 網址或聯絡方法 

台北區    

私立竹林養護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宜蘭縣礁溪鄉六結路１５１號 戴嘉慧 03-98893573 

私立仁康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２段１３１－２４號 余偉鵑 02-27383489 

安歆居家護理所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２３６號１２樓 張芬瑤 02-27011740 

博愛居家護理所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２５號９樓之１１ 王美莉 02-23117872 

泰安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２段９２巷２–１號 王慧中 02-25251111轉666 

同仁院萬華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２段６０６巷６號 葉良美 02-23059292轉700 

三軍總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２段３２５號 湯雪華 02-87923311轉1688

耕莘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３６２號 曾文風 02-22193391轉5411

同仁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８９號３樓 李羿萱 02-29170201轉235 

美善居家護理所 台北縣林口鄉文化二路一段20巷15號11樓 鄭靜慧 02-26092380 

康健居家護理所 

台北縣林口鄉文化２路１段２０巷２３號９

樓之２ 朱秋蓉 02-26098531 

北區    

私立傳恩居家護理所 苗栗縣頭份鎮四維街23號 張鈴欣 037-596180 

行政院衛生署苗栗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所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為公路747號 黃淑芬 037-261920 

新仁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31號 粘尹嘉 03-5552039 

東元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陳美惠 03-5521700 

聖保祿醫院 桃園市建新街123號 游瓊玲 03-3613141 

大安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18巷6號 劉紫筳 03-5537120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所 桃園縣桃園巿中山路1492號 江文麗 03-3699721 

天主教湖口仁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王淑貞 03-5993500 

中區    

錦河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314巷2號7F 劉惠媛 04-22121295 

中山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中市南路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張愛君 04-24739595-2128 

康群居家護理所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一路58巷10弄41號9樓

之3 
賴鳳玲 

04-2359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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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德居護所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 3段 108之 6號 9樓之

5 
侯書逸 

2461-004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居家照護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75號 
盧容 

2205-2121 轉 4229或

0920-661361 

光田醫院附設居家照護  台中縣沙鹿鎮興安里沙田路117號 黃淑真 2662-5111轉2869 

大愛護理之家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 5巷 137弄 26號 2–6

樓 
陳麗娟 

22608885轉50，51 

漢銘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66號 
楊淑宜 

04-7113456轉2010或

0932-706837 

南區    

佳維居家護理所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大康榔９２０號 傅麗琬 （05）3660654 

台南市立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７０號 張淑禎 （06）2609926-130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居家照

護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１３８號 陳淑音 （06）2353535-1008

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醫院附設居家照護 台南市中區中山路１２５號 張雅菁 （06）2200055-5355

行政院退輔會永康榮民醫院附設居家

護理所 
台南縣永康市復興里復興路４２７號 陳惠芬 （06）3125101-1008

世華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嘉義市東區東噴里和平路１７８號 高瓊芬 （05）2767102 

陳仁德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２８５號 胡雅惠 （05）2166881 

佳里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南縣佳里鎮興化里佳里興６０６號 蘇純磐 （06）7263333-3521

謝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台南縣善化鎮坐駕里中正路４３６號2樓 李淑惠 （06）5838209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附設居

家護理所 
嘉義市東區短竹里大雅路二段５６５號 楊麗珍 （05）2756000-3301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院

附設居家護理所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二號 許嘉鎂 （05）2648000-5610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南路５２巷６８弄９３號

１．２樓 
曾桂鈴 （06）2812811-55205

高屏區    

祐生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0號 郭靜娟 07-2866688轉706 

峰田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530號 許小姐 07-6224308 

惠川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92號 5樓 蘇小姐 07-6229292轉1800 

文雄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高雄市三民區宣化街87號3樓 鍾明宏 07-3165275 

靜和醫院燕巢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高雄縣燕巢鄉深水村深水路3之 20號 張小姐 07-6156555轉 505 

高雄縣立岡山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高雄縣岡山鎮壽天路12號 2樓 許小姐 07-6217548 

美新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60號 11樓之 3 賴梨方 07-2361508 

三泰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030號 葉淑芳 07-5217466轉300 

東區    

門諾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花蓮市民權路44號 黃玉霞 03-8241223 

花蓮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黃秀珠 

03-8241234轉 2302或

2520 

慈濟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花蓮市中央路3段 707號 蕭春蘭 03-8561825轉3232 

健保局各分局網站及電話 



 22

總局網址：http/www.nhi.gov.tw                              電話：0800-212-369 

台北分局網址：http/www.nhitb.gov.tw                         電話：(02) 2191-2006 

北區分局網址：http//www.nhinb.gov.tw                       電話：（03）438-1111 

中區分局網址：http//www.nhicb.gov.tw                       電話：(04) 2258-3988 

南區分局網址：http//www.nhisb.gov.tw                       電話：(06) 224-5678 

高屏分局網址：http//www.nhikb.gov.tw                       電話：(07) 323-3123 

東區分局網址：http//www.nhieb.gov.tw                       電話：（03）833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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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編輯群 
 

三軍總醫院                   吳清平主任            楊式興呼吸治療師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               王家弘主任            謝慧觀技師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         黃崇旂主任            蕭秀鳳技術主任 

馬偕紀念醫院                 吳健樑主任            毛蕙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惠東醫師            吳昭玲護理師 

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楊玲玲總幹事 

台北醫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     江玲玲助理教授 

健保局醫審小組               高資彬主任            龐一鳴副主任 

                             陳玉敏襄理            曾玟富組長 

                             陳綉琴 

健保局醫務管理處             陳慧如 

健保局企劃處                 許忠逸科長            吳美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