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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地圖 

謝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民權路二段 88號 觀看地圖 

龍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新美街４７號 觀看地圖 

郭宗男婦產科 婦產科 中西區 金華路三段１２４號 觀看地圖 

協和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成功路３０８號 觀看地圖 

仁術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民族路三段１１４號 觀看地圖 

葉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忠義路二段５３號 觀看地圖 

鄭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忠義路二段 225號 1樓 觀看地圖 

楊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成功路７０號 觀看地圖 

郭宗男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金華路三段１２４號 觀看地圖 

王博文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中西區 民權路一段１７８號 觀看地圖 

陳澤彬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北安路二段 4２號 觀看地圖 

惠心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文賢路 508號 1樓 觀看地圖 

方崇名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公園路６１９號 觀看地圖 

詠馨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海安路三段 340號 1樓 觀看地圖 

陳建廷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公園路 528號 觀看地圖 

恩典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開元路１０８號 觀看地圖 

吳榮昌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西門路四段９２號 觀看地圖 

蔡佳玲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北區 北門路一段２５號 觀看地圖 



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地圖 

王欽聰內兒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民權路三段１３０號 觀看地圖 

陳建霖內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府前路二段 616號 1樓 觀看地圖 

林世崇內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民生路二段 403號 觀看地圖 

王博明內兒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民族路三段１３３號 觀看地圖 

張永昌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新美街６６之１號 觀看地圖 

吳明松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衛民街３９號 觀看地圖 

幼之園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忠義路三段 24號 1樓 觀看地圖 

黃義盛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湖美街 68之 2號 觀看地圖 

中心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成功路５１號 觀看地圖 

謝內科診所 內兒科 中西區 民族路三段１００號 觀看地圖 

林建任內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北安路一段 281之 291號

1樓 
觀看地圖 

海安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海安路三段 682號 1樓 觀看地圖 

李孟峰內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海安路三段 356號 1樓 觀看地圖 

文瑞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公園路８２２之２號 觀看地圖 

信安內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文賢路３４５號 觀看地圖 

惠幼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公園路１６７號 觀看地圖 

文賢內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文賢路 629號 1樓 觀看地圖 

曾內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和緯路一段 52號 1樓 觀看地圖 

延年內兒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文賢路２８４號 觀看地圖 

張金石小兒科診所 內兒科 北區 公園路１９１號 觀看地圖 

 

 

 

 



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地圖 

達文西整形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民權路一段 205號 6樓之 1 觀看地圖 

朱讚騫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民生路二段１９０號 觀看地圖 

永頤骨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武聖路 243號 1樓 觀看地圖 

李宗瀚整形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府前路一段 165號 2樓 觀看地圖 

余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忠義路二段２２４號 觀看地圖 

全美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成功路１２３號３樓 觀看地圖 

翁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民族路二段６５號 觀看地圖 

泰祥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忠義路二段 177號 觀看地圖 

祥和外科診所 外科 中西區 成功路１９８號 觀看地圖 

洪外科醫院 外科 中西區 民生路二段６０號 觀看地圖 

杏安外科診所 外科 北區 公園北路 143號 觀看地圖 

泰安外科診所 外科 北區 開元路３０６號 觀看地圖 

邱外科診所 外科 北區 公園路 435之 5號 1樓 觀看地圖 

 

 

 

 

 

 

 

 

 

 

 

 

 

 

 



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地圖 

嚴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民權路二段 33號 觀看地圖 

崇名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永福路二段７９號 觀看地圖 

佳音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五妃街３１４號 觀看地圖 

慈安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府前路一段３５７號 觀看地圖 

新欣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西和路 37號 1樓 觀看地圖 

平光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忠義路二段１０６號 觀看地圖 

大川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永華６街 30號 觀看地圖 

和安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民族路三段１０３號 觀看地圖 

永安聯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中正路２９６號 觀看地圖 

嘉文牙醫診所 牙科 中西區 五妃街 215號１樓 觀看地圖 

晶瀅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和緯路二段 149號 1樓 觀看地圖 

潔寧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文賢路３６５巷２４號 觀看地圖 

翔美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公園路 589之 8號 觀看地圖 

銘品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小東路２９５號 觀看地圖 

信勇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文賢路４９８號 觀看地圖 

聖恩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公園路３７號２樓 觀看地圖 

張韶容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臨安路二段 335號 觀看地圖 

小豆芽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公園南路 366號 觀看地圖 

實和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文賢路 233號 觀看地圖 

興進牙醫診所 牙科 北區 公園路１２０之９號 觀看地圖 

 

 

 

 

 



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地圖 

許吉成皮膚科 皮膚科 中西區 成功路２４５號 觀看地圖 

曾炳榮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中西區 府前路一段３３７號 觀看地圖 

林俞志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中西區 府前路一段 180~1號 1F 觀看地圖 

林炳煌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北區 西門路三段 159號 13樓之 2 觀看地圖 

柯中文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北區 公園南路 356號 觀看地圖 

 

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地圖 

許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和平街１７號 觀看地圖 

莊瑞榮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永福路二段４６號 觀看地圖 

高振中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府緯街４９號 觀看地圖 

陳裕程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府前路一段 176號一樓 觀看地圖 

新世紀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成功路 442號 觀看地圖 

周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青年路 62號 觀看地圖 

青年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青年路 108號 1樓 觀看地圖 

大學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民生路二段 56號 觀看地圖 

解像力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府前４街４３號 觀看地圖 

明清眼科診所 眼科 中西區 健康路一段 42號 觀看地圖 

馬偕臨安眼科診所 眼科 北區 臨安路二段１３７號 觀看地圖 

蔡瑞庭眼科診所 眼科 北區 公園路１３５號 觀看地圖 

 

 

 

 

 

 

 



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地圖 

楊元勳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民權路一段２３１號 觀看地圖 

呂宗禧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民權路一段 261號 1

樓 
觀看地圖 

陸健邦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金華路三段２７７號 觀看地圖 

洪敏元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大勇街１１１號 觀看地圖 

林春發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 中西區 保安路１６８號 觀看地圖 

保安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民生路一段９９號 觀看地圖 

湖美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湖美街２１５巷９號 觀看地圖 

楊博文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府前路一段 172之 1

號 
觀看地圖 

陳煥隆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中西區 忠義路二段２２３號 觀看地圖 

王俊富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西門路四段１５６號 觀看地圖 

邱泉正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文賢路 291號 觀看地圖 

傅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文賢路８７７號 觀看地圖 

陳志誠耳鼻喉科醫院 耳鼻喉科 北區 公園路３１５之１號 觀看地圖 

李長忠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西門路三段１６７號 觀看地圖 

陳威文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開元路 406號 觀看地圖 

許庭碩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臨安路二段２５２號

１樓 
觀看地圖 

劉明奇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公園路８７０號 觀看地圖 

蘇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文賢路２６３號１樓 觀看地圖 

陳文峰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北區 公園路７０３號 觀看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