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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名單 
                                           (97家，製表日期111.10.14) 

縣市別 補助方案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名稱 

基隆市(1家) 健安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25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生泉婦產科診所 

宏孕診所 

祈新婦產科診所 

愛群婦產科診所 

黃建榮婦產科診所 

王家瑋婦產科診所 

生基婦產科診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華育婦產科診所 

送子鳥11診所 

佑昇診所 

臺北婦產科診所 

孕醫診所 

楊鵬生婦產科診所 

禾馨宜蘊婦產科診所(備註：臺北市)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新北市(6家)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蔡佳璋婦產科診所 

星孕國際診所 

基生婦產科診所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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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補助方案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名稱 

桃園市(8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惠生婦產科診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婦茂婦幼診所 

敏盛綜合醫院 

禾馨宜蘊婦產科診所(備註：桃園市) 

桃園宏其生基診所 

新竹市(4家) 

江婦產科診所 

送子鳥診所 

林正凱好孕診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縣(3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院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艾微芙診所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苗栗縣(1家) 大千綜合醫院 

臺中市(15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劉忠俊婦產科診所 

美村婦產科診所 

茂盛醫院 

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 

大新婦產科診所 

張帆婦產科診所 

樂芙婦產科診所 

臺中榮民總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院區 

謝耀元婦產科診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禾馨宜蘊婦產科診所(備註：臺中市) 

彰化縣(3家)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博元婦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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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補助方案之特約人工生殖機構名稱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雲林縣(1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嘉義市(2家) 
嘉安婦幼診所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縣(1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臺南市(9家)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郭綜合醫院 

許朝欽婦產科診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安安婦幼診所 

璟馨婦幼醫院 

大安婦幼醫院 

安安試管永華婦幼診所 

高雄市(14家)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健新醫院 

張榮州婦產科診所 

好韻診所 

高雄榮民總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生生不息婦產科診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旭陽診所 

鈞安婦幼聯合醫院 

安安十全婦幼診所 

安田婦產科診所 

屏東縣(1家)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花蓮縣(1家)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金門縣(2家)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康寶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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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許可之人工生殖機構名單(98家) 

製表日期111.11.01 

縣市別 院所名稱 效期 

基隆市(1家) 健安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臺北市(26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11.09.21～114.09.20 

臺北榮民總醫院 111.09.21～114.09.20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 111.09.21～114.09.2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111.09.21～114.09.20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11.09.21～114.09.20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111.09.21～114.09.20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111.09.21～114.09.2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111.09.21～114.09.20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111.09.21～114.09.20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111.09.21～114.09.20 

生泉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宏孕診所 110.04.28～113.04.27 

祈新婦產科診所 108.11.26～111.11.25 

愛群婦產科診所 109.04.25～112.04.24 

黃建榮婦產科診所 110.08.08～113.08.07 

王家瑋婦產科診所 111.10.03～114.10.02 

生基婦產科診所 109.03.02～112.03.0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110.06.11～113.06.10 

華育婦產科診所 110.10.01～113.09.30 

送子鳥11診所 110.11.26～113.11.25 

佑昇診所 111.06.20～114.06.19 

臺北婦產科診所 109.03.16～112.03.15 

孕醫診所 109.04.01～112.03.31 

楊鵬生婦產科診所 109.12.28～112.12.27 

禾馨宜蘊婦產科診所(備註：臺北市) 110.03.08～113.03.07 

家瑋生育診所 111.10.14～114.10.13 

新北市(6家)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111.09.21～114.09.20 

蔡佳璋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110.05.26～113.05.25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109.03.01～112.02.28 

星孕國際診所 109.04.07～11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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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院所名稱 效期 

基生婦產科診所 110.02.14～113.02.13 

桃園市(8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11.09.21～114.09.20 

敏盛綜合醫院 111.09.21～114.09.20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111.09.21～114.09.20 

惠生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08.12.28～111.12.27 

婦茂婦幼診所 109.08.14～112.08.13 

禾馨宜蘊婦產科診所(備註：桃園市) 111.08.19～114.08.18 

桃園宏其生基診所 111.09.19～114.09.18 

新竹市(4家) 

江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送子鳥診所 111.09.21～114.09.2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

醫院 
111.09.21～114.09.20 

林正凱好孕診所 110.09.13～113.09.12 

新竹縣(3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生醫醫

院 
111.07.21～114.07.20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艾微芙診所 110.01.01～112.12.31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111.05.06～114.05.05 

苗栗縣(1家) 大千綜合醫院 111.09.21～114.09.20 

臺中市(15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11.09.21～114.09.20 

臺中榮民總醫院 111.09.21～114.09.20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111.09.21～114.09.20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111.09.21～114.09.20 

劉忠俊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美村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茂盛醫院 110.12.07～113.12.06 

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 108.12.21～111.12.20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院區 108.12.21～111.12.20 

大新婦產科診所 110.09.19～113.09.1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111.05.09～114.05.08 

張帆婦產科診所 109.11.06～112.11.05 

謝耀元婦產科診所 111.11.08～114.11.07 

樂芙婦產科診所 109.11.27～112.11.26 

禾馨宜蘊婦產科診所(備註：臺中市) 111.08.26～114.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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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院所名稱 效期 

彰化縣(3家)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11.09.21～114.09.20 

博元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111.05.18～114.05.17 

雲林縣(1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110.06.26～113.06.25 

嘉義市(2家) 
嘉安婦幼診所 109.05.15～112.05.14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111.09.21～114.09.20 

嘉義縣(1家)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08.12.14～111.12.13 

臺南市(9家)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11.09.21～114.09.20 

郭綜合醫院 111.09.21～114.09.20 

許朝欽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11.09.21～114.09.2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111.09.21～114.09.20 

安安婦幼診所 109.08.26～112.08.25 

璟馨婦幼醫院 110.08.01～113.07.31 

大安婦幼醫院 108.12.09～111.12.08 

安安試管永華婦幼診所 110.12.23～113.12.22 

高雄市(14家)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111.09.21～114.09.2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11.09.21～114.09.20 

健新醫院 111.09.21～114.09.20 

張榮州婦產科診所 111.09.21～114.09.20 

好韻診所 111.09.21～114.09.20 

高雄榮民總醫院 111.09.21～114.09.2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11.09.21～114.09.20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110.01.01～112.12.31 

生生不息婦產科診所 110.07.17～113.07.16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109.03.24～112.03.23 

旭陽診所 109.03.26～112.03.25 

鈞安婦幼聯合醫院 109.06.12～112.06.11 

安安十全婦幼診所 110.06.23～113.06.22 

安田婦產科診所 111.05.04～114.05.03 

屏東縣(1家)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110.06.16～113.06.15 

花蓮縣(1家)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111.09.21～114.09.20 

金門縣(2家)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110.12.11～113.12.10 

康寶診所 109.07.07～11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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