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 2022 1 

List of Medical Green Passage Service Network Hospitals 
就醫綠色通道指定網路醫院名單 

北京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中心 三級甲等 29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穩定醫院 三級甲等 

2 北京博愛醫院 三級甲等 30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 三級甲等 

3 北京朝陽醫院 三級甲等 31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 三級甲等 

4 北京朝陽醫院西區 三級甲等 32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5 北京積水潭醫院 三級甲等 33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北京婦

幼保健院東院 
三級甲等 

6 北京積水潭醫院（回龍觀院區） 三級甲等 34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北京婦

幼保健院西院 
三級甲等 

7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35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天壇部 三級甲等 

8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6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王府井

部 
三級甲等 

9 北京回龍觀醫院 三級甲等 37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 三級甲等 

10 北京軍區總醫院 三級甲等 38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 三級甲等 

11 北京軍區總醫院附屬八一腦科醫院 三級甲等 39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 三級甲等 

12 北京市昌平區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40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南院 三級甲等 

13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 三級甲等 41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胸科醫院 三級甲等 

14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 三級甲等 42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 三級甲等 

15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國際部 三級甲等 43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 三級甲等 

16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44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17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總醫院 三級甲等 45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 三級甲等 

18 阜外心血管病醫院 三級甲等 46 衛生部北京醫院 三級甲等 

19 阜外心血管病醫院特需 三級甲等 47 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20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總醫院 三級甲等 48 武警北京總隊醫院 三級甲等 

2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305 醫院 三級甲等 49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三醫學中心 三級甲等 

22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306 醫院 三級甲等 50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 醫院） 三級甲等 

23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 三級甲等 51 中國醫學科學院骨科 三級甲等 

24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八醫學中心 三級甲等 52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 三級甲等 

25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四醫學中心 三級甲等 53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南區 三級甲等 

26 空軍航空醫學研究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54 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 三級甲等 

27 空軍總醫院 三級甲等 55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 三級甲等 

28 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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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第一頁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北院 三級甲等 32 同濟大學附屬第一婦嬰保健院東院 三級甲等 

2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3 上海市第七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崇明

分院 
三級乙等 34 同濟附屬東方醫院南院 三級甲等 

4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5 上海市質子重離子醫院 三級甲等 

5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

院 
三級甲等 36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浦東分院 三級甲等 

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411 醫院 三級甲等 37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東

院 
三級甲等 

7 上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38 上海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 三級甲等 

8 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分部 三級甲等 39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兒童醫院普陀新

院 
三級甲等 

9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 三級甲等 40 上海市普陀區中心醫院 三級乙等 

10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41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松

江南院 
三級甲等 

11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西院 三級甲等 42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三級甲等 

12 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黃浦院區 三級甲等 43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特需門診部 三級甲等 

13 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征醫院 三級甲等 44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14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西院 三級甲等 45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5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三級甲等 46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 三級甲等 

16 第九人民醫院整復外科特需部 三級甲等 47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 三級甲等 

17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北院 三級甲等 48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 三級甲等 

18 
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金山總

院 
三級甲等 49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國際和平

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19 復旦大學附屬金山醫院 三級乙等 50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寶慶

分院 
三級甲等 

20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三級甲等 51 
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肺科醫院延慶

路門診部 
三級甲等 

21 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 三級甲等 52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 三級甲等 

22 岳陽醫院青海路特診部 三級甲等 53 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肺科醫院 三級甲等 

23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北京西路院

區 
三級甲等 54 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 三級甲等 

24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中醫醫院石門路門

診部 
三級甲等 55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

南院 
三級甲等 

25 同濟大學附屬第一婦嬰保健院 三級甲等 56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 三級甲等 

26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暨上海市眼科醫院 三級甲等 57 復旦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27 同濟大學附屬第一婦嬰保健院西院 三級甲等 58 上海藍十字腦科醫院 三級甲等 

28 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特需診療部 三級甲等 59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東院 三級甲等 

29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 三級甲等 60 上海國際醫學中心 三級甲等 

30 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閔行門診部 三級甲等 61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

醫學中心 
三級甲等 

31 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東方醫院 三級甲等 62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

東院 
三級甲等 

 

  



 

Jan 2022 3 

上海 – 續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63 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楊浦院區 三級甲等 7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85 醫院 三級甲等 

64 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 三級甲等 72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上海市總隊

醫院 
三級甲等 

65 上海市楊浦區中心醫院 三級乙等 73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延安西路分

部 
三級甲等 

66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74 上海市皮膚病醫院武夷路院區 三級甲等 

67 上海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75 武警上海市總隊口腔科醫院 三級甲等 

68 同濟大學附屬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76 上海市光華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69 上海第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77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青浦醫院 三級乙等 

70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455 醫院 三級甲等 78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東院 三級甲等 

 

天津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天津市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7 天津市穩定醫院 三級乙等 

2 天津市環湖醫院 三級甲等 8 天津市靜海縣醫院 三級乙等 

3 
武警後勤學院附屬醫院（原武警醫學院

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9 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4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10 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5 天津市骨科醫院 三級甲等 1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五四醫院 三級甲等 

6 天津市寶坻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重慶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第三軍醫大學新橋醫院 三級甲等 8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大學城醫院 三級甲等 

2 重慶第三軍醫大學大坪醫院 三級甲等 9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永川醫院 三級甲等 

3 重慶三峽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10 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 三級甲等 

4 合川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1 重慶市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5 北碚中醫院城南園區 三級甲等 12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6 重慶市第九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3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7 重慶市急救醫療中心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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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 – 廣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天河醫院 三級甲等 18 廣東三九腦科醫院 三級甲等 

2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 三級甲等 19 廣州市番禺區中醫院 三級甲等 

3 廣東省中醫院大德路總院 三級甲等 20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4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458 醫院 三級甲等 21 
南方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醫院 

（又名 南方醫科大學腫瘤中心） 
三級甲等 

5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22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 三級甲等 

6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421 醫院 三級甲等 23 廣州市番禺區何賢紀念醫院 三級甲等 

7 廣東省中醫院芳村分院 三級甲等 24 廣州市番禺區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8 廣東省中醫院二沙島分院 三級甲等 25 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 三級甲等 

9 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 三級甲等 26 廣東省第二中醫院 三級甲等 

10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三級甲等 27 廣東省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11 廣東省中醫院天河門診部 三級甲等 28 廣州市花都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2 廣東省中醫院下塘門診部 三級甲等 29 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13 廣州華僑醫院 三級甲等 30 中山大學附屬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14 廣東省中醫院羅衝圍門診部 三級甲等 31 廣州中醫藥大學三院 三級甲等 

15 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2 廣州市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16 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 三級甲等 33 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三級甲等 

17 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總醫院 三級甲等 34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嶺南醫院 三級甲等 

 

廣東省 – 深圳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北京大學深圳醫院 三級甲等 9 深圳市孫逸仙心血管醫院 三級甲等 

2 深圳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0 深圳市人民醫院龍華分院 三級甲等 

3 深圳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1 深圳市寶安區中醫院 三級甲等 

4 深圳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12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5 深圳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13 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 三級甲等 

6 深圳市寶安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4 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 三級甲等 

7 深圳市南山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5 深圳市龍華新區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8 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 三級甲等 16 深圳市龍崗中醫院 三級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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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 成都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 81 骨科醫院 三級甲等 17 四川省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 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8 都江堰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3 成都軍區總醫院 三級甲等 19 成飛醫院 三級乙等 

4 核工業四一六醫院 三級乙等 20 成都市新都區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5 四川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1 四川省第四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6 四川省骨科醫院 三級甲等 22 中航工業三六三醫院 三級乙等 

7 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23 成都市西區醫院 三級乙等 

8 四川省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24 崇州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9 四川省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25 成都市第七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0 四川省第二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26 成都市龍泉驛區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11 四川省八一康復中心 三級甲等 27 核工業 416 醫院 三級乙等 

12 成都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28 溫江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3 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 三級甲等 29 雙流縣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14 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0 成都市新都區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15 成都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31 溫江區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16 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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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杭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18 杭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2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 （湖濱院

區） 
三級甲等 19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口腔醫院 
（又名 浙江省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3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 三級甲等 20 
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莫干山路院區 
三級甲等 

4 浙江省立同德醫院 三級甲等 21 杭州市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5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 三級甲等 22 
杭州市西溪醫院 （又名 杭州

市第六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6 浙江醫院 三級甲等 23 杭州市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7 浙江省中醫院 三級甲等 24 杭州市蕭山區中醫院 三級甲等 

8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濱江新

院區） 
三級甲等 25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

杭州院區 
三級甲等 

9 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6 浙江省新華醫院 三級甲等 

10 浙江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7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117 醫院 三級甲等 

11 
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慶春路院

區 
三級甲等 28 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2 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9 杭州市蕭山區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3 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三級甲等 30 臨安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4 杭州師範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31 建德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5 杭州市餘杭區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32 富陽市中醫骨傷醫院 三級甲等 

16 杭州市餘杭區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3 富陽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17 浙江省中醫院下沙院區 三級甲等    

 

 

浙江 – 湖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長興縣中醫院 三級乙等 5 湖州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2 長興縣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6 湖州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 長興縣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7 湖州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4 浙江省皮膚病防治研究所 三級乙等    

 

浙江 – 嘉興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嘉興市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6 平湖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2 上海岳陽醫院嘉興分部 三級甲等 7 海寧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3 嘉興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8 桐鄉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4 武警浙江總隊嘉興醫院 三級甲等 9 桐鄉市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5 嘉興市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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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金華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金華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6 永康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2 義烏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7 永康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金華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8 金華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4 東陽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9 金華市第二醫院 三級乙等 

5 義烏市中心醫院 三級乙等 10 東陽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浙江 –麗水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麗水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3 麗水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麗水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4 麗水市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浙江 –寧波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寧波市江東眼科醫院 三級乙等 6 慈林醫院 三級乙等 

2 寧波市第六醫院 三級乙等 7 鄞州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慈溪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8 慈溪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4 餘姚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9 寧海縣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5 寧波大學醫學院附屬余姚陽明醫院 三級乙等       

 

浙江 –衢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衢州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 浙江衢化醫院 三級乙等 

2 衢州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浙江 –紹興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紹興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8 諸暨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2 紹興文理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9 紹興市口腔醫院 三級乙等 

3 紹興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10 紹興市中心醫院 三級乙等 

4 紹興市第七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1 嵊州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5 紹興市第六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2 紹興第二醫院 三級乙等 

6 上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13 上虞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7 諸暨市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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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台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浙江省台州醫院 三級甲等 4 玉環中醫院 三級乙等 

2 台州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5 天臺縣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台州市立醫院 三級乙等 6 台州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浙江 –溫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溫州醫學院附屬眼視光醫院 三級甲等 8 里安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2 溫州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9 樂清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溫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10 蒼南縣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4 溫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11 溫州市第七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5 平陽縣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2 溫州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6 永嘉縣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13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7 里安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14 溫州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浙江 –舟山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舟山醫院 三級甲等 3 舟山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 舟山市中醫骨傷聯合醫院 三級甲等 4 普陀醫院 三級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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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 – 南京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江蘇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2 南京市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2 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 三級甲等 13 南京腦科醫院 三級甲等 

3 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 三級甲等 14 南京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4 江蘇省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15 南京市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5 江蘇省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16 南京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6 江蘇省中醫院 三級甲等 17 南京市胸科醫院 三級醫院 

7 江蘇省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18 南京市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8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454 醫院（又名 中國人

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空軍醫院） 
三級甲等 19 南京市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9 南京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0 南京醫科大學眼科醫院 三級甲等 

10 江蘇省第二中醫院 三級乙等 21 

第二軍醫大學長征醫院南京

分院 （又名 南通市第一人

民醫院） 

三級甲等 

11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逸夫醫院 三級甲等    

 

江蘇 – 常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常州市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5 
常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陽湖

院區） 
三級甲等 

2 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6 常州市武進人民醫院南院 三級甲等 

3 常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城中院區） 三級甲等 7 常州市武進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4 常州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江蘇 – 揚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揚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東區醫院 三級甲等 3 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揚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西區醫院 三級甲等 4 揚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江蘇 – 蘇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6 張家港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2 蘇州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7 張家港市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3 蘇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8 太倉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4 蘇州市廣濟醫院 三級甲等 9 常熟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5 江蘇盛澤醫院 三級乙等 10 蘇州科技城醫院 三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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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 – 淮安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江蘇省淮安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4 淮安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2 
淮安市第一人民醫院 （南京醫科大

學附屬淮安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5 淮安市第四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淮安市腫瘤醫院 三級乙等    

 

江蘇 – 連雲港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連雲港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 連雲港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 連雲港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4 連雲港市市立東方醫院 三級乙等 

 

江蘇 – 南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4 南通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2 南通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5 南通市腫瘤醫院（南院） 三級甲等 

3 南通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6 南通市腫瘤醫院（北院） 三級甲等 

 

江蘇 – 泰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泰州市人民醫院北院 三級甲等 4 泰興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2 泰州市人民醫院南院 三級甲等 5 靖江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3 泰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6 泰州市姜堰中醫院 三級乙等 

 

江蘇 – 無錫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無錫市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6 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 三級甲等 

2 
無錫市第四人民醫院（又名 無錫市

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7 

解放軍第 101 醫院 （ 又名 
江蘇無錫市太湖醫院/ 聯勤

保障部隊第 904 醫院） 

三級甲等 

3 
無錫第三人民醫院（又名 無錫市中

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8 

無錫市第五人民醫院（無錫

市傳染病醫院） 
三級乙等 

4 無錫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9 宜興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5 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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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 – 宿遷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宿遷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3 江蘇省沭陽縣中醫院 三級乙等 

2 宿遷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江蘇 –徐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 （又名 徐州醫

科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5 徐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徐州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6 

徐州礦務集團總醫院 （又名 
徐州醫科大學院第二附屬醫

院） 

三級甲等 

3 徐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7 邳州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4 徐州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江蘇 –鹽城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鹽城市第一人民醫院 （又名 鹽城市

一院） 
三級甲等 3 鹽城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 鹽城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4 鹽城市第四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江蘇 –鎮江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4 
鎮江市婦幼保健院 （又名 鎮

江市第四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江蘇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5 鎮江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鎮江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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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 濟南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山東大學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7 濟南市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2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 三級甲等 8 山東省千佛山醫院 三級甲等 

3 山東省立醫院 三級甲等 9 山東大學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4 山東省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10 山東省交通醫院 （又名 山東

省立第三醫院） 

三級甲等 

5 山東大學附屬生殖醫院 三級甲等 11 山東省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又名 山東省中醫院） 

三級甲等 

6 濟南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12 山東省職業衛生與職業病防

治研究院 

三級甲等 

 

山東 - 青島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本部 三級甲等 6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嶗山院區 三級甲等 

2 青島眼科醫院 三級甲等 7 青島婦女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3 
山東青島中西醫結合醫院 （又名 青

島市第五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8 青島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4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市南院區 三級甲等 9 青島阜外醫院 三級甲等 

5 青島市市立醫院 三級甲等 10 
青島市第五人民醫院（又名 
山東青島中西醫結合醫院） 

三級甲等 

 

山東 – 煙台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煙台毓璜頂醫院 三級甲等 2 煙台市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山東 – 泰安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88 醫院 三級甲等 3 
泰安市婦幼保健院 （又名 泰

安市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2 泰安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山東 – 濰坊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濰坊醫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3 濰坊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2 濰坊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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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 濟寧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濟寧醫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山東 – 臨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臨沂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山東 – 萊蕪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濟南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山東 – 東營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東營市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山東 – 濱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Jan 2022 14 

安徽 - 合肥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安徽省立医院 (又名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附屬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8 
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

院 
三級甲等 

2 武警安徽省總隊醫院 三級甲等 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 O 五醫

院 
三級甲等 

3 安徽省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10 安徽省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4 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11 安徽省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5 合肥普瑞眼科醫院 三級甲等 12 合肥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6 合肥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3 安徽省金色童年兒童醫院 三級乙等 

7 合肥市濱湖醫院 三級甲等    

 

 

安徽 - 蚌埠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2 蚌埠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安徽 - 馬鞍山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馬鞍山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安徽 - 蕪湖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 三級甲等 2 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 三級乙等 

 

安徽 - 宿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蚌埠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皖北總院 三級甲等 3 宿州市市立醫院 三級甲等 

2 宿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安徽 - 淮北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淮北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安徽 - 銅陵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銅陵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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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 九江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 （又名 九江市第

一人民醫院活水醫院） 
三級甲等 5 

九江市第三人民醫院（九江

市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2 九江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6 修水縣中醫院 三級乙等 

3 九江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7 都昌縣中醫院 三級乙等 

4 九江市第五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江西 - 南昌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南昌市第一醫院 （又名 南昌大學第三

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8 

江西省腫瘤醫院 （又名 江西

省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江西省解放軍第 94 醫院 三級甲等 9 江西省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3 江西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0 江西省胸科醫院 三級甲等 

4 南昌大學附屬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11 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5 江西省武警總隊醫院 三級甲等 12 江西省皮膚病專科醫院 三級甲等 

6 南昌大學第四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13 江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7 南昌市第九醫院 三級甲等    

 

江西 - 贛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贛州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4 贛州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 贛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5 贛州市南康區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贛州市立醫院 三級甲等    

 

江西 - 景德鎮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景德鎮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 景德鎮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景德鎮市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4 景德鎮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江西 -新餘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新余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 新余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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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吉安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吉安市中心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吉安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江西 -上饒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上饒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江西 -宜春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宜春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福建 - 廈門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7 廈門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2 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三級甲等 8 廈門市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3 解放軍第一七四醫院 三級甲等 9 第一醫院思明分院 三級乙等 

4 廈門市心血管病醫院 三級甲等 10 廈門市第三醫院 三級甲等 

5 廈門市第二醫院 三級乙等 11 廈門市第五醫院 三級甲等 

6 廈門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12 廈門市仙岳醫院 三級甲等 

 

福建 - 福州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12 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 三級甲等 

2 廈門大學附屬福州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13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三級甲等 

3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康復醫院 三級甲等 14 武警福建總隊醫院 三級甲等 

4 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 三級甲等 15 福建省皮膚病性病防治院 三級乙等 

5 福建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6 福建省老年醫院 三級乙等 

6 福建省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17 福州東南眼科醫院 三級乙等 

7 福州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18 福州市皮膚病防治院 三級乙等 

8 福建省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9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人民

醫院 
三級乙等 

9 福建省立醫院 三級甲等 20 福州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10 福州市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21 福州眼科醫院 三級乙等 

11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福州市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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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 保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保定市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3 河北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2 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河北 - 廊坊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京東譽美腎病醫院 三級甲等 3 廊坊市醫院 三級甲等 

2 廊坊中醫院 三級甲等    

 

河北 - 秦皇島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秦皇島市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河北 - 石家莊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河北省胸科醫院 三級甲等 9 解放軍 534 醫院 三級甲等 

2 河北省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10 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3 石家莊市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11 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 三級甲等 

4 河北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12 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 三級甲等 

5 石家莊市婦產科醫院 三級甲等 13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三級甲等 

6 石家莊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14 河北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7 石家莊第四醫院 三級甲等 15 河北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8 河科大一附院 三級甲等 16 石家莊市第一眼科醫院 三級甲等 

 

河北 - 唐山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唐山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4 唐山工人醫院 三級甲等 

2 唐山市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5 開灤總醫院 三級甲等 

3 唐山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6 華北理工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河北 - 邯鄲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邯鄲市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2 邯鄲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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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 滄州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滄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東院區 三級甲等    

 

河北 - 承德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承德醫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河北 - 衡水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哈勵遜國際和平醫院 三級甲等    

 

山西 – 太原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山西省腫瘤醫院 三級甲等 10 解放軍第 264 醫院 三級甲等 

2 山西省兒童醫院 三級甲等 11 太原市精神病醫院 三級甲等 

3 太原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12 太原市第三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4 山西中醫學院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13 武警山西總隊醫院 三級甲等 

5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14 山西省榮軍醫院 三級甲等 

6 山西省心血管病醫院 三級甲等 15 太原市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7 山西博愛醫院 三級甲等 16 太原市第四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8 太鋼總醫院尖草坪院區 三級甲等 17 山西省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9 山西醫科大學口腔醫院 三級甲等 18 山西省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山西 – 晉中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山西省晉中市第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3 晉中眼科醫院 三級甲等 

2 晉中市中醫院 三級甲等 4 晉中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山西 – 晉城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晉城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2 晉城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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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 朔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朔州市中心醫院 三級乙等    

 

山西 – 長治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 三級甲等 2 長治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山西 – 忻州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忻州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山西 – 臨汾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山西省汾陽醫院 三級甲等 2 侯馬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山西 – 運城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運城市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3 運城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2 運城市中醫醫院 三級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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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 - 呼和浩特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9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253 醫院 三級甲等 

2 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10 內蒙古精神衛生中心 三級甲等 

3 內蒙古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三級甲等 11 內蒙古自治區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4 內蒙古自治區婦幼保健院 三級甲等 12 內蒙古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5 內蒙古自治區腫瘤醫院 三級乙等 13 內蒙古自治區第四醫院 三級甲等 

6 內蒙古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三級甲等 14 烏蘭浩特市人民醫院 三級甲等 

7 內蒙古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15 武警內蒙古總隊醫院 三級乙等 

8 呼和浩特市第二醫院 三級乙等    

 

內蒙古 - 包頭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內蒙古國際蒙醫醫院 三級甲等 6 內蒙古北方醫院 三級乙等 

2 包頭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7 包頭李德皮膚醫院 三級乙等 

3 包頭市第四醫院 三級甲等 8 包頭市眼科醫院 三級乙等 

4 內蒙古包鋼醫院 三級甲等 9 包頭市蒙中醫院 三級甲等 

5 包頭市蒙醫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10 包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內蒙古 – 牙克石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內蒙古林業總醫院 三級甲等    

 

內蒙古 – 通遼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內蒙古民族大學附屬醫院 三級甲等 2 通遼市醫院 三級甲等 

 

內蒙古 – 巴彥淖爾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巴彥淖爾市中醫院 三級乙等    

 

內蒙古 –錫林郭勒盟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錫林郭勒盟醫院 三級乙等    

 

內蒙古 –沙圪堵鎮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准格爾旗中蒙醫醫院 三級乙等    



 

Jan 2022 21 

內蒙古 –呼倫貝爾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呼倫貝爾市第二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3 呼倫貝爾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2 呼倫貝爾市中蒙醫院 三級乙等    

 

內蒙古 –鄂爾多斯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鄂爾多斯市中心醫院 三級甲等 3 鄂爾多斯市蒙醫醫院 三級乙等 

2 達拉特旗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內蒙古 –赤峰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赤峰市醫院 三級甲等 3 寧城縣蒙醫中醫醫院 三級甲等 

2 寧城縣中心醫院 三級乙等 4 
赤峰市寧城縣中心醫院（寧城

縣醫院） 
三級乙等 

 

內蒙古 –烏海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烏海市人民醫院 三級乙等    

 

內蒙古 –扎蘭屯市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編號 醫院 醫院等級 

1 扎蘭屯市中蒙醫院 三級乙等    

 

 

 醫院的等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分類。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將不時更改評級，恕不另行通知。 
 表內各醫院評級乃由中國衛生部自行審定和分級。 若有任何改動，IPA 將不會作事先通知。  
 此醫院名單可由 IPA 自行決定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果受益人需要訪問此清單中的任何一家醫院，則應致電 IPA 的

警報中心以獲得最近醫院的轉診。 
 表內的醫院網路名單 IPA 擁有絕對的選擇權作出改動而不需事先的通知。 若客戶需要有關醫院的轉介服務，可先行

致電 IPA 的支援中心查詢。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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