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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的醫療救助，幫助他安心就醫

溫暖的關懷服務，支持他身心安頓



許多隱身社會各個角落的弱勢家庭與民眾，

迫於疾病或意外急需就醫，卻因經濟困頓或

遭逢急難無力支付醫療費用

南山人壽自2013年7月起，推動「南山慈善

基金-醫療關懷計畫」。

以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為平台，透過與各

縣市醫院合作，並結合南山各地服務據點

的關懷服務，攜手幫助弱勢民眾安心就醫，

協助為台灣建構一個更健全的社區醫療照

護網絡。



南山慈善基金-醫療關懷計畫

長期關注貧困醫療救助及社區健康照護議題，

成為弱勢關懷與社區照顧長期而穩定的支持力量。

自102年7月起至112年3月

提供醫療照護費用協助，幫助逾4.1萬個弱勢
病患安心就醫、度過急難

提供醫療照護費用協助

支持社區醫療照護方案

看見在地需要，支持34項社區醫療照護方案，
累計服務逾60萬人次社區民眾享有更好的醫療
照護品質

投入醫療關懷義工服務

累計投入逾3.3萬人次的南山義工人力，參與
各項醫療關懷服務，協助照顧醫院病患家庭的
需要，並厚植高齡化社區照護的能量

協助 支持

參與



南山慈善基金-醫療關懷計畫

及時的醫療救助

幫助他安心就醫

提供醫療照護費用補助，協助解決
無力就醫的急難與困境

協助改善社區醫療照護設備，支持
社區健康照護方案

投入各項醫療關懷義工服務，讓社
區健康照護的力量在地扎根

溫暖的關懷服務

支持他身心安頓



及時的醫療救助

幫助他安心就醫

提供醫療照護費用補助

協助解決無力就醫的急難與困境



合作醫院
就醫病患

於本計畫合作醫院就醫，因經濟困頓而無力繳納醫療相關費

用者，經醫院社工室評估，確實有協助之必要，且符合低收/

中低收身份者，可透過社工申請本計畫醫療補助以給付醫療

相關費用

本計畫醫療補助

1. 需經合作醫院社工評估個案狀況，並透過社工申請，合作醫院社工室保留核定補助
與否的權利。

2. 醫療補助款將直接透過醫院為受助個案繳付相關醫療費用，不是以現金補助個案。



醫院依院內程序進行後續轉介服
務或個案回覆

不符合基金使用辦法

合作醫院社工室社工依院
內程序評估個案狀況及補
助需求

STEP 2  合作醫院社工評估

符合使用辦法補助資格，合作醫院申請南山慈善基金補
助，繳付醫療費用

• 單一個案每年最高補助金額3萬元
• 合作醫院社工室保留核定補助與否的權利

STEP 3  符合基金補助資格，由醫院申請補助以繳付醫療費用

醫療
費用

•合作醫院臨床通報個案

•民眾轉介個案

•個案主動申請

STEP 1  發現個案

YES

NO



《南山慈善基金合作醫院名單若有異動，依本會官網公告為准》

210家合作醫院

遍及全台各縣市

基隆

宜蘭

台北

新北桃園

新竹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台東

澎湖

金門

綿密的醫療照護網絡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民眾

結束醫院查詢
進一步瞭解



北北基-合作醫院

基隆市 共 6 家

三總基隆分院 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長庚

維德醫院 臺灣礦工醫院 衛福部基隆醫院

台北市 共 19 家

三軍總醫院 三總北投分院 三總松山分院

中山醫院 中心綜合醫院 中醫大臺北分院

北醫大附醫 台大北護分院 台大癌醫分院

市立聯合醫院 西園醫院 宏恩醫院

振興醫院 康寧醫院 博仁醫院

萬芳醫院 臺北榮總 臺安醫院

關渡醫院

新北市 共 17 家

仁愛醫院 台大金山分院 台北慈濟醫院

市立土城醫院 市立聯合醫院 宏仁醫院

亞東醫院 永和耕莘 耕莘醫院

新北仁康 輔大醫院 衛福部八里療養院

衛福部臺北醫院 衛福部樂生療養院 衛福部雙和醫院

蕭中正醫院 豐榮醫院

回合作醫院
繼續查詢

結束醫院查詢
進一步瞭解



桃竹苗-合作醫院

桃園市 共 15 家

中壢長榮醫院 天晟醫院 北榮桃園分院

怡仁綜合醫院 林口長庚 國軍桃園醫院

敏盛醫院 陽明醫院(平鎮) 新國民醫院

楊梅天成醫院 聖保祿醫院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

衛福部桃園醫院 龍潭敏盛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新竹縣市 共 10 家

大安醫院 中醫大新竹附醫 仁慈醫院

北榮新竹分院 新竹台大分院 東元醫院

國軍桃園新竹分院 培靈關西醫院 新仁醫院(竹北)

新竹馬偕

苗栗縣 共 7家

大千醫院 弘大醫院 協和醫院

南勢醫院 為恭醫院 苑裡李綜合醫院

衛福部苗栗醫院

回合作醫院
繼續查詢

結束醫院查詢
進一步瞭解



中彰投-合作醫院

台中市 共 28 家

大甲李綜合醫院 大里仁愛醫院 中山大附醫 中山大附醫中興分院

中醫大兒童醫院 中醫大附醫 光田醫院 台中慈濟醫院

宏恩醫院 亞洲大學附醫 東勢農民醫院 林新醫院

烏日林新醫院 長安醫院 國軍臺中醫院 國軍臺中中清分院

清泉醫院 清海醫院 童綜合醫院 臺中榮總

澄清綜合醫院 澄清醫院中港分院 澄清復健醫院 衛福部臺中醫院

衛福部豐原醫院 賢德醫院 靜和醫院 霧峰澄清醫院

彰化縣 共 10 家

二林基督教醫院 宏仁醫院 員林基督教醫院 員榮醫院

鹿港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秀傳醫院 彰濱秀傳醫院

漢銘醫院 衛福部彰化醫院

南投縣 共7家

中榮埔里分院 竹山秀傳醫院 佑民醫院 南投基督教醫院

埔里基督教醫院 衛福部南投醫院 衛福部草屯療養院

回合作醫院
繼續查詢

結束醫院查詢
進一步瞭解



雲嘉南-合作醫院

雲林縣 共 7 家

中醫大北港附醫 台大雲林分院 成大斗六分院

信安醫院 若瑟醫院 雲林長庚

雲林基督教醫院

嘉義縣市 共 8 家

大林慈濟醫院 中榮嘉義分院 陽明醫院

聖馬爾定醫院 嘉義長庚 嘉義基督教醫院

衛福部朴子醫院 衛福部嘉義醫院

台南市 共 15 家

台南市立醫院 台南新樓 麻豆新樓

安南醫院 成大醫院 永康奇美

佳里奇美 柳營奇美 高榮臺南分院

郭綜合醫院 衛福部胸腔病院 衛福部新營醫院

衛福部嘉南療養院 衛福部臺南醫院 營新醫院

回合作醫院
繼續查詢

結束醫院查詢
進一步瞭解



高屏-合作醫院

高雄市 共 23 家

市立大同醫院 市立小港醫院 市立民生醫院

市立旗津醫院 市立聯合醫院 杏和醫院

阮綜合醫院 建佑醫院 高雄長庚

高雄基督教醫院 高雄榮總 高醫大附醫

健仁醫院 國軍高雄左營分院 國軍高雄岡山分院

國軍高雄醫院 慈惠醫院 凱旋醫院

義大醫院 義大大昌醫院 聖功醫院

廣聖醫院 衛福部旗山醫院

屏東縣 共 14 家

大新醫院 安泰醫院 佑青醫院

枋寮醫院 南門醫院 屏安醫院

屏東基督教醫院 恆春基督教醫院 高榮屏東分院

國仁醫院 輔英科大附醫 衛福部屏東醫院

衛福部恆春旅遊醫院 寶建醫院

回合作醫院
繼續查詢

結束醫院查詢
進一步瞭解



東部地區與澎湖、金門-合作醫院

宜蘭縣 共 5 家

北榮蘇澳及員山分院 宜蘭員山醫院 陽明交大醫院

羅東博愛醫院 羅東聖母醫院

花蓮縣 共 9 家

北榮玉里分院 北榮鳳林分院 玉里慈濟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 門諾醫院 國軍花蓮醫院

衛福部玉里醫院 衛福部花蓮醫院 衛福部花蓮豐濱分院

台東縣 共 6 家

北榮臺東分院 台東馬偕 台東基督教醫院

台東聖母醫院 關山慈濟醫院 衛福部臺東醫院

澎湖縣 共 3 家

三總澎湖分院 惠明醫院 衛福部澎湖醫院

金門縣 共 1 家

衛福部金門醫院

回合作醫院
繼續查詢

結束醫院查詢
進一步瞭解



及時的醫療救助

幫助他安心就醫

協助改善社區醫療照護設備，

支持社區健康照護方案



除幫助到醫院就診的弱勢病患外，還有許多醫療照護
資源較為缺乏的偏遠地區，及不敢或不方便到醫院的
弱勢民眾需要協助

透過醫院了解各地需求，並支持在地需要，協助改善
社區醫療照護設備及資源

發揮在地力量，支持34項社區醫療照護方案

提升醫療設備及資源，協助社區民眾享
有更好的醫療照護品質



澎湖縣
捐贈醫療巡迴專車

台東縣
協助安寧居家輔具中心設置
支持獨居老人假日送餐計畫

彰化縣
捐贈緩和醫療服務車

花蓮縣
協助院內輪椅汰舊換新
籌建壽豐老人社區護理之家

屏東縣
捐助醫療巡迴車

苗栗縣
協助輪椅汰舊換新

嘉義縣市
捐助醫療巡迴車、獨居老人送餐用機車
支持照顧重症失能者暨照顧者負荷減輕計畫

台南市
捐贈復健醫療專車
遠距照護服務機車

高雄市
捐助醫療巡迴車
支持照顧重症失能者暨
照顧者負荷減輕計畫

基隆市
支持弱勢青少年
健康照護計畫

南投縣
協助長照大樓興建

台中市
支持弱勢病患緩和
醫療居家照護服務

桃園市
捐贈輪椅、復康巴士
兒童手推車

雲林縣
捐贈輪椅

台北市
支持兒童藝術治療、
獨居老人送餐計畫
捐助弱勢癌症病友康
復用品、救護車

新北市
捐助醫療巡迴車

宜蘭縣
捐助醫療巡迴車
籌建老人醫療大樓

新竹縣市
捐贈五峰醫療服務車
支持建置失智長輩社區
服務據點

34項社區醫療照護方案 遍及全台各縣市

協助社區民眾享有更好的醫療照護品質



溫暖的醫療關懷服務

支持他身心安頓

結合南山全台服務網絡與愛心義
工，深入社區、走進醫院，投入
各項醫療關懷義工服務，讓社區
健康照護的力量在地扎根



陪伴年長及行動不便的民眾就診、用音樂歌聲表演，傳遞

暖心的關懷與祝福，舒緩病患與家屬身心承受的壓力。

扶持的愛，暖心的關懷



透過癌症篩檢提醒民眾定期癌症篩檢，

為健康把關；推廣器官捐贈及安寧療

護，讓更多生命得到延續，及在面對

生命末期時，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關心生命，傳承愛心



病友節慶陪伴、園藝/藝術/音樂治療

課程協助、踏青出遊…支持病患和家

屬更有勇氣和力量面對病痛。

心的力量，點亮生命與希望



關懷失智、失能、社區長者，透過共餐

服務、課程陪伴、訪視聊天、團康活

動…等，讓長輩重拾歡笑與活力。

喜樂的陪伴，重現生命光彩



攜手各縣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共同推動「友善社區、守

護記憶」認識失智症系列活動，透過失智症認識的推廣，

希望失智症病人和家屬可以得到更多的尊重與照顧。

守護記憶‧友善社區 打造失智友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