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在縣市 所在鄉鎮市區 醫療院所名稱 醫師專科別 醫師姓名 性別 醫療院所地址 醫療院所電話 網址

屏東縣 東港鎮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 王稟荃 男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一段210號 08-8329966

屏東縣 內埔鄉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兒童感染科 兒科 陳宛琳 女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1巷1號 08-7704115

屏東縣 里港鄉 文章診所 兒科 楊文章 男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里港路８７號 08-7757077

屏東縣 屏東市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泌尿科 李懿倫 男 90054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08-7363011~5 https://www.pntn.mohw.gov.tw/?aid=home

屏東縣 屏東市 慶仁診所 泌尿科 張志玄 男 90073屏東縣屏東市重慶路194號 08-7341539

屏東縣 屏東市 建榮沁尿科診所 泌尿科 辜建榮 男 90059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242號 08-7362025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基督教醫院 泌尿科 劉中信 男 90050屏東市大連路60號 08-7368686  http://www.ptch.com.tw

屏東縣 東港鎮 安欣診所 泌尿科 陳俊凱 男 92842屏東縣東港鎮明德一路328號 08-833081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基督教醫院 泌尿科 李青樺 男 90050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08-7368686  http://www.ptch.org.tw/

屏東縣 屏東市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泌尿科 李威明 男 90054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08-7363011#5 http://www.pntn.mohw.gov.tw/?aid=51&pid=51

屏東縣 恆春鎮 恆春基督教醫院 泌尿科 張志宏 男 94642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08-8892293 http://medical.hcch.org.tw/index.html

屏東縣 高樹鄉 大新醫院 泌尿科 徐哲文 男 90641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興中路208號 08-7962033 http://mashup.com.tw/dasin/

屏東縣 屏東市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泌尿科 李宗熹 男 90054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08-7363011#5 http://www.pntn.mohw.gov.tw/

屏東縣 枋寮鄉 枋寮醫院 泌尿科 黃冠霖 男 94045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36號 08-8789991 http://www.flgh.tw/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基督教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蘭香 女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08-7368686

屏東縣 萬丹鄉 慈愛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祥全 男 屏東縣萬丹鄉萬壽路二段271號 08-7764028

屏東縣 屏東市 正大聯合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敏貞 女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191-1號 08-7324232

屏東縣 春日鄉 屏東縣春日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林曉薇 女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春日路176號 08-8780358

屏東縣 琉球鄉 屏東縣琉球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呂政勳 男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51號 08-8612513

屏東縣 恆春鎮 洪診所 家庭醫學科 洪記元 男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69-2號 08-8893549

屏東縣 新埤鄉 黃裕隆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裕隆 男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中正路113號 08-7972456

屏東縣 屏東市 民眾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龍豪 男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120-1號 08-7325455

屏東縣 屏東市 寶健醫院社區健康服務中心 家庭醫學科 陳聿昕 男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08-7665995

屏東縣 屏東市 寶健醫院社區健康服務中心 家庭醫學科 杜楚林 男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123號 08-7665995

屏東縣 東港鎮 東港安泰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昭里 女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08-8329966

屏東縣 東港鎮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 沈柏寬 男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5號 08-8323146

屏東縣 屏東市 鄭英傑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俊德 男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74號 08-7363335

屏東縣 屏東市 國新診所 家庭醫學科 羅　均 男 屏東縣屏東市福建路17號 08-7345769

屏東縣 屏東市 黃明鈞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明鈞 男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783-1號 08-7385321



屏東縣 滿州鄉 安康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昭穆 男 屏東縣滿州鄉中山路40號 08-8801928

屏東縣 潮州鎮 黃志忠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博仁 男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3號 08-7884486

屏東縣 崁頂鄉 長領診所 家庭醫學科 劉力鈞 男 屏東縣崁頂鄉圍內村大庭路19之3號 08-8631083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基督教醫院 家庭醫學科 黃勇誠 男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號 08-7368686

屏東縣 潮州鎮 黃子政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宗哲 男 屏東縣潮州鎮中正路9號 08-7806816

屏東縣 枋寮鄉 枋寮醫院 家庭醫學科 王宣文 女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39號 08-8789991

屏東縣 東港鎮 輔英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亞發 男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5號 08-8323146

屏東縣 東港鎮 東港安泰醫院 家庭醫學科 周新潭 男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08-8329966

屏東縣 泰武鄉 屏東縣泰武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潘松義 男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79號 08-7832059

屏東縣 萬丹鄉 天醫診所 家庭醫學科 蘇正德 男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1段40號 08-7772933

屏東縣 東港鎮 東港安泰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鶴一 男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08-8329966

屏東縣 萬巒鄉 屏東縣萬巒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施養源 男 屏東縣萬巒鄉萬全村褒忠路14-2號 08-7811794

屏東縣 屏東市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家庭醫學科 許禮安 男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08-7363011

屏東縣 萬巒鄉 賴家醫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賴作樑 男 屏東縣萬巒鄉褒忠路126號 08-7814069

屏東縣 屏東市 培英診所 家庭醫學科 馬勗棠 男 屏東縣屏東市武廟里永福路53號1樓 08-7662525

屏東縣 萬丹鄉 欣林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慶榮 男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1段190號 08-7779828

屏東縣 屏東市 紀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紀展南 男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4號 08-7324536

屏東縣 屏東市 梁宏志診所 家庭醫學科 梁宏志 男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379-4號 08-7364494

屏東縣 萬丹鄉 張家瑜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家瑜 男 屏東縣萬丹鄉社中村社皮路三段228號 08-7070342

屏東縣 獅子鄉 屏東縣獅子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葛燿州 男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2巷31號 08-8771324

屏東縣 高樹鄉 高樹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謝俊良 男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南昌路12之2號 08-7962026

屏東縣 屏東市 國仁醫院 神經科 張仕釗 男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12-2號 08-7223000

屏東縣 麟洛鄉 屏東縣麟洛鄉衛生所 婦產科 曾裕三 男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156-1號 08-7221152

屏東縣 屏東市 辛英郎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辛英郎 男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南路66號 08-7527888

屏東縣 屏東市 興盧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吳桂萩 女 屏東縣屏東市福建路100號 087322979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國仁醫院 婦產科 阮程昭 男 屏東市民生東路12-2號 08-7213000

屏東縣 恆春鎮 恆春基督教醫院 婦產科 丁裕峰 男 屏東縣恆春鎮恆西路21號 07-955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