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各縣市醫院睡眠中心資料表
台北市
醫院名稱

地址 & 網址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www.vghtpe.gov.tw
臺大醫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www.ntuh.gov.tw
三軍總醫院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40 號
www.tsgh.ndmctsgh.edu.tw
國泰醫院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280 號
www.cgh.org.tw
臺北馬偕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www.mmh.org.tw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台北市吳興街 252 號
www.tmuh.org.tw
新光醫院
台北市士林區 111 文昌路 95 號
www.skh.org.tw

電話
睡眠檢查室：
02-28712121 轉 7564
睡眠中心:
02-23562755
總機：02-2365-9055
總機：02-27082121

胸腔內科/睡眠中心
主治醫師
張西川、賴信良、王必勝、
趙恆勝
余忠仁、李佩玲、林明澤
吳世偉、彭萬誠、陳健文
邱銘煌、徐志育、吳錦桐
林志鴻、王瑞鍾
林清基

睡眠中心:
02-28094661 分機 2863
專線：02-5552-2850、 李信謙、陳基宏、康峻宏
02-2737-2181 轉 2151 黃守宏、劉文德
睡眠中心：(02)28332211 林嘉謨、莊文嘉、賴君宇
轉 2933、2932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院
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車子路 15 號
www.cth.org.tw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 號
www.eck.org.tw

總機：(02)22193391
總機：(02)2672-3456

張炎德、王誠一、黃燦明
陳群互
游永惠

睡眠中心
床位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www.tzuchi.com.tw

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www.shh.org.tw

總機：02-66289779

吳燿光、楊美貞、李枝新、
黃奕智、黃俊耀、藍冑進
林祖燊
睡眠中心：02-22490088 趙品植、鄔定宇、胡朝榮
分機 70213
陳伯岳、詹維軒、陳永展
官怡君、陳資濤、劉文德
李信謙

基隆市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www.cgmh.org.tw

總機：02-24313131

于鍾傑、黃志宇

總機：03-3179599

睡眠醫學中心: 葉步盛

總機：
03-3196200 轉 2680

李學禹、陳濘宏、黃玉書
許世杰、林政輝、林士為
賴思佳、莊立邦

睡眠中心: 04-23592525
分機 3225 或 3223
睡眠中心:
(04)22012060-61
睡眠中心: 04-22586688
轉 6385、6391
睡眠中心：04-26629738
公務手機：0933-554198

黃偉彰、張開明

桃園縣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經國路 168 號
www.e-ms.com.tw
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分院 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頂湖路 123 號
B1 睡眠中心
www.cgmh.org.tw

台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大樓 4 樓(睡眠
中心) www.vghtc.gov.tw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www.cmuh.cmu.edu.tw
林新醫院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36 號 B
棟 3 樓 www.lshosp.com.tw
光田綜合醫院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www.ktgh.com.tw

杭良文、黃介良、梁信杰
張倍禎
湯榮興、 張光照、鄭世文
楊朝輝、劉濬漳、吳綺華

童綜合醫院
慈濟醫院台中分院
中山附醫中興分院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 699 號 總機：04-26581919
www.sltung.com.tw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66、88 號 總機：（ 04）3606-0666
http://taichung.tzuchi.com.tw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 11 號
總機：04-22621652
www.csh.org.tw

殷明昌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www.cch.org.tw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 號
www.scmh.org.tw

總機：04-7238595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二段 888 號
www.cch.org.tw

總機：(04) 7789595

睡眠醫學中心: 林慶雄、
邱南英、溫永頌
睡眠中心: 葉宗勳、詹博棋、
徐敏獻、鍾從得、洪嘉駿、陳
菁琪、林昌生
鄭琿、邱南英、王介暉、江瑞
豐、莫庚翰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市場南路 375 號

總機:(05)5871111

葉世彬、溫永頌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 565 號
www.stm.org.tw

總機:05-2756000

睡眠中心: 葉世彬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www.tzuchi.com.tw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www.tzuchi.com.tw

總機: 05-3621000

林裕清、周育廷、黃舒儀

總機: 05-2648000

睡眠中心: 黃俊豪

邱國樑、倪永倫
丁化、羅孝穗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鹿東分院

總機：(04)725-6166

雲林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雲林分院

www.cch.org.tw

嘉義市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縣
嘉義長庚醫院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台南市
奇美醫院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第二醫
療大樓十一樓 www.chimei.org.tw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670 號
www.tmh.org.tw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 號
http://www.kgh.com.tw

睡眠中心: (06)2812811
分機 57531
總機: (06) 260-99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http://cms03p.vghks.gov.tw

總機: 07-3422121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台灣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www.cgmh.org.tw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www.edah.org.tw

總機: 07-7317123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www.pohai.org.tw

睡眠中心：(03)9543131
分機 3303

臺南市立醫院
郭綜合醫院

陳志金
鍾國謀

總機:(06) 222-1111 轉 9 謝武峰、朱遠志、陳主光

高雄市

義大醫院

總機: 07-615-0911

賴瑞生、朱國安、林旻希
許健威、歐亭芸、蕭惠元
李 琳、李錦中、盧慶祥
陳彥廷、林聖哲、林文仁
睡眠中心蘇茂昌、秦建弘、陳
永哲、黃國棟、陳泓丞
睡眠中心:許世斌、鄒榮吉

宜蘭縣
羅東博愛醫院

睡眠中心:林芳杰、陳光裕、林
偉群、林鴻志、林俊良、蔣敬
文、黃鈞蔚、陳彥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