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中興大學特約醫院、診所名單
醫院 /診所名稱 優惠對象 優惠項目 住址 電話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在學學生、
教職員工

1. 無法免收掛號費  
2. 其健檢、門診、急診、住院之醫療服務事宜，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就醫優待辦法辦理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仁愛綜合醫院
大里院區

學生、員工 

1. 門診、急診：免掛號費
2. 住院部份：
(1) 病房費差額九折優待：健保未給付項目
     （伙食費、電話費不在此限）
(2) 住院期間若有醫療或情緒上問題，甲方轉診中

心及社工員將提供協助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04-24819900     

臺中院區 臺中市中區柳川東路3段36號 04-22255450

宏恩醫院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收掛號費。2. 住院及檢驗：因全民健保規
定一部份負擔之額無法優待，其他九折優待。

3. 病房費享有九折優待。4. 醫學美容享有九折優
待。5. 護理之家優待。6. 高階健康檢查套餐九
折優待。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38-13號 04-22623123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145巷2號 04-37017188

新菩提醫院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及
其配偶及直系眷屬

1. 門診、急診免收掛號費。 
2. 住院 : 病房費享有八折優待 ( 健保未給付項目 )。
3. 自費醫療檢查九折優待 ( 優惠專案除外 )。
4. 自費健康檢查八折優待 ( 優惠專案除外 )。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21號 04-24829966

澄清綜合醫院（平等）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收掛號費之優待。 2. 住院 : 病床費享有九
折優待。3、個人健康檢查九折優待。 臺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04-2463200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學生、員工
1. 持有重大傷病 . 福保 .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 70 歲

以上免掛號費。
2. 甲方制式健檢套餐以健保價 9 折收費。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22294411

羅倫檭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仁和路185號 04-22871048

慶燿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41號 04-22872877

恆宇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41號     04-22872877

李榮龍內科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台中路518號 04-22875252

欣欣成人小兒耳鼻喉科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34號 04-22653777

富台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東區富台街62號 04-22111611

韓嘉哲內科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3. 各種自費點滴及健檢套餐優惠 臺中市西區三民西路98號1樓 04-23761359

永昇骨科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學府路198號 04-22230877

新生牙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3. 假牙八折優惠 臺中市南區仁和路275號 04-22875153

英倫牙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3. 自費部份九五折優惠 4. 看診請先預約 臺中市南區學府路10號 04-22859898

宜康牙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假牙九折優待
3. 免費口腔檢查 4. 看診請先預約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06號 04-22852908

嘉仁牙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假牙九五折優待
3. 免費口腔檢查 4. 看診請先預約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272號 04-22205114

新世代中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針灸療程每次 50 元
推拿復健 150 元 / 次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東區台中路77號 04-22212758

南區永安中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針灸療程每次 50 元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 261號 04-22628108

酉安中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針灸療程每次 50 元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南區美村路113號 04-22621211

祥鶴中醫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針灸療程每次 50 元
2. 保健諮詢 臺中市東區大智路294號 04-22802968

明選眼科診所 學生、教職員工
退休教職員工         

1. 門診免掛號費 2. 保健諮詢                  
3. 配鏡、自費手術九折優惠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 266巷3號 04-22606951

達明眼科醫院 學生、教職員工 1. 各科門診免掛號費 2. 配鏡優惠折價 500 元特價
品除外 3. 各項自費藥品九折優惠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90號 04-24851437

簽約期限：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就診時請記得攜帶健保卡、學生在學証明、教職員証…等相關證件
( 以為優惠憑證 , 不得事後補證要求退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