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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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 柳營區 柳營奇美醫院 泌尿科 邱毅平 男 73657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06-6226999 http://www.lucc.idv.tw

台南市 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泌尿科 鄭裕生 男 70403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06-2766179 http://www.uroncku.org.tw/

台南市 東區 蔡皮膚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蔡義成 男 70152台南巿大同路2段253號 06-2152795

台南市 新營區 營新醫院 泌尿科 黃欣綸 男 73066台南市新營區隋唐街228號 06-6592345 http://www.evernew-hospital.com.tw/

台南市 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泌尿科 林永明 男 70403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06-2766179 http://www.uroncku.org.tw/

台南市 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泌尿科 蔡育賢 男 70403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06-2766179 http://www.uroncku.org.tw/

台南市 仁德區 同喬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林佩瑜 女 71756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1號6、7樓 06-2798777 http://www.tcvuro.com/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泌尿科 劉建良 男 71004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http://www.chimei.org.tw/main/cmh_department/top/57530_index.html

台南市 新營區 珉用診所 泌尿科 翁紳普 男 73065台南市新營區延平路101-2號 06-6334228

台南市 鹽水區 台南市鹽水區衛生所 泌尿科 黃品耀 男 73747台南市鹽水區武廟路1號 06-6521041 http://203.65.42.172/tainancounty14/pub/LIT_6.asp

台南市 佳里區 佳里奇美醫院 泌尿科 徐生龍 男 72263台南市佳里區興化里佳里興606號 06-7263333 http://www.chimei.org.tw/97_newindex/layers2/cch_chiali.html

台南市 北區 曾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曾柏蒼 男 70460台南市北區北安路1段213號 06-2525533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泌尿科 王致丞 男 71247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http://www.chimei.org.tw/main/cmh_department/top/57530_index.html

台南市 中西區 郭綜合醫院 泌尿科 吳建穎 男 70054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2號 06-2221111#9 http://www.kgh.com.tw/

台南市 永康區 吳鴻均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吳鴻均 男 71053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423巷2-1號1F 06-3112099

台南市 中西區 陳俊宏診所 泌尿科 陳俊宏 男 70060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370號 06-2508361

台南市 柳營區 柳營奇美醫院 泌尿科 林憲雄 男 73657台南市柳營區太康村201號 06-6226999 http://www.chimei.org.tw/97_newindex/layers2/clh_map.html

台南市 中西區 廖健良診所 泌尿科 蔡銘駿 男 70048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30號 06-2252983

台南市 柳營區 柳營奇美醫院 泌尿科 盧致誠 男 73657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06-6226999 http://www.lucc.idv.tw

台南市 新營區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泌尿科 陳建升 男 73042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73號 06-6328832 http://www.syh.mohw.gov.tw/

台南市 安平區 朝陽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蘇士銘 男 70848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847號 06- 2939798

台南市 安南區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泌尿科 陳億聲 男 70965台南市安南區州南里 12 鄰長和路二段 66 號 06-3553111 http://www.tmanh.org.tw/ch/

台南市 歸仁區 啟仁診所 泌尿科 黃啟洲 男 71142台南市歸仁區歸仁里中山路一段538號1樓 06-2301858

台南市 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泌尿科 黃冠勳 男 70403台南市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http://www.hosp.ncku.edu.tw/nckm/index.aspx

台南市 安南區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泌尿科 許齡內 女 70965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 66 號 06-3553111 http://www.tmanh.org.tw/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泌尿科 蘇家震 男 71004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http://www.chimei.org.tw/index_c.htm

台南市 斗六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泌尿科 吳冠諭 男 64043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345號　 05-5332121 http://d6www.hosp.ncku.edu.tw/

台南市 北區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皮膚科 許釗凱 男 70403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http://www.hosp.ncku.edu.tw

台南市 東區 路加小兒科診所 小兒科 王仁水 女 70149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185巷26號 06-2883000

台南市 安南區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 感染科 蔡孟憲 男 70965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66號 06-3553111 www.tmanh.org.tw

台南市 北區 廖建華泌尿科外科診所 泌尿科 廖建華 男 70441台南市北區開元路406號 06-2008893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Medical---

台南市 中西區 蔡佳玲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蔡佳玲 女 70044台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25號 06-2220777

台南市 新營區 黃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文頌 男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80號 06-6328657

台南市 安定區 珉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邱秋潭 男 台南市安定區港口里235-4號 06-5932793

台南市 北區 嘉鎂診所 家庭醫學科 熊　明 男 台南市北區長榮路五段12-2號1樓 06-2755437

台南市 中西區 廖健良診所 家庭醫學科 廖健良 男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30號 06-2252983

台南市 新化區 王中誠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曾正信 男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599號 06-5988008

台南市 東區 劉道賜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劉道賜 男 台南市東區光明街28號 06-2345711

台南市 南區 許健吉診所 家庭醫學科 許健吉 男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326號 06-2222385

台南市 下營區 健弘診所 家庭醫學科 徐清煌 男 台南市下營區中正南路55號 06-6790155

台南市 白河區 新生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周光雄 男 台南市白河區中正路34號 06-6852246

台南市 安南區 戴明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戴明崑 男 台南市安南區郡安路四段79號 06-2833360

台南市 北區 許俊雄診所 家庭醫學科 許俊雄 男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982號 06-2521495

台南市 永康區 鄭飛良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飛良 男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28號 06-2733337

台南市 北區 張金石小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金石 男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191號 06-2216855

台南市 南區 張士澎內科家醫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士澎 男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611號 06-2216216

台南市 佳里區 人人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宗暉 男 台南市佳里區自由街110號 06-7228895

台南市 佳里區 李芳輝內小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芳輝 男 台南市佳里區文化路302號 06-7221568

台南市 安南區 陳本全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本全 男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41號 06-2558673

台南市 東區 富田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富田 男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594號 06-2683023

台南市 永康區 怡人診所 家庭醫學科 汪威達 男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15號 06-2720777

台南市 新營區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宗林 男 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73號 06-6351131

台南市 南區 王日榮耳鼻喉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劉政宗 男 台南市南區大同路2段102號 06-2149955

台南市 中西區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家庭醫學科 毛愷民 男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06-2200055 https://www.tnhosp.mohw.gov.tw/

台南市 中西區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英貞 女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06-2200055 https://www.tnhosp.mohw.gov.tw/

台南市 安南區 玉山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光明 男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753號 06-2553999

https://www.tnhosp.mohw.gov.tw/
https://www.tnhosp.mohw.gov.tw/


台南市 南區 台南市南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莊政達 男 台南市南區南和路6號 06-2618578

台南市 東區 侯世婷小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侯欣妤 女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511號 06-3369131

台南市 南區 林黑潮診所 家庭醫學科 洪啟偉 男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377號 06-2656789

台南市 北區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李崇豪 男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１３８號 06-2353535

台南市 永康區 主在診所 家庭醫學科 楊勝吉 男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8-6號 06-3117077

台南市 七股區 七股區衛生所 內科 黃瑞明 男 台南市七股區大埕村379號 06-7872277

台南市 關廟區 祥和診所 家庭醫學科 蔡本義 男 台南市關廟區中正路931號 06-5967711

台南市 學甲區 全美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全彬 男 台南市學甲區華宗路373號 06-7835119

台南市 中西區 郭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廖健男 男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2號 06-2221111

台南市 北區 潮代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世杰 男 台南市北區林森路三段165號2樓 06-6226999

台南市 安平區 石門診所 家庭醫學科 曾昭富 男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21號 06-2242666

台南市 北區 文元診所 家庭醫學科 邱偉嘉 男 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688號 06-2812692

台南市 善化區 東升診所 內科 黃振雄 男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30號 06-5819758

台南市 鹽水區 林正發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正發 男 台南市鹽水區中正路49號 06-6522349

台南市 佳里區 宏和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永昌 男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25號 06-7232335

台南市 永康區 郭達霖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郭達霖 男 台南市永康區崑山里大灣路868號 06-2730321

台南市 新營區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家庭醫學科 侯昂廷 男 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73號 06-6351131

台南市 東區 台南市立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智勇 男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06-2609926

台南市 仁德區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家庭醫學科 洪嘉隆 男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870巷80號 06-2795019

台南市 安平區 安平診所 家庭醫學科 翁英豪 男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23號 06-2988345

台南市 麻豆區 文山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文山 男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97號 06-5711365

台南市 柳營區 柳營奇美醫院 家庭醫學科 劉文德 男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村太康201號 06-6226999

台南市 仁德區 三華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冠華 男 台南市仁德區太子路142號 06-2731826

台南市 六甲區 守德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雅樹 男 台南市六甲區中山路20號 06-6983009

台南市 中西區 王博明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博明 男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133號 06-2200028

台南市 永康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家庭醫學科 張開賢 男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06-3125101#5524

台南市 東區 寶泰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亨興 男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434號 06-2896568

台南市 善化區 蘇炳文內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詹子宜 男 台南市善化區大信路36號 06-5811788

台南市 佳里區 王順珍外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順珍 男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165號 06-7223431

台南市 安南區 台南市安南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周復清 男 台南市安南區仁安路70號 06-2567406

台南市 南區 戴山水診所 家庭醫學科 戴山水 男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1段389號 06-2648028

台南市 北區 成大醫院 家庭醫學科 王如雪 女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台南市 北區 邱盈禎診所 家庭醫學科 邱千芳 女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635號 06-2520056

台南市 北區 黃仁宏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仁宏 男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347號 06-2759287

台南市 新市區 仁愛診所 家庭醫學科 龔俊源 男 台南市新市區仁愛街148-1號 06-5896324

台南市 安南區 家佳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俊達 男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3段399號 06-2462507

台南市 永康區 三愛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依瀅 女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65號 06-3130970

台南市 永康區 藝群南台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陸俊龍 男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831號 06-2433703

台南市 南區 蕭嘉蓉健康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侯宜彣 女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417號 06-2645955

台南市 北區 成大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怡萱 女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2264

台南市 東區 台南新樓醫院 家庭醫學科 紀鈞齡 男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57號 06-2748316

台南市 東區 台南新樓醫院 家庭醫學科 劉盈銘 男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57號 06-2748316

台南市 安南區 張銘顯診所 內科 張銘顯 男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3段92號 06-3559613

台南市 大內區 李士華診所 內科 李士華 男 台南市大內區大內里1-57號 06-5764885

台南市 安南區 陳昱成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陳昱成 男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1段196號 06-2800178

台南市 後壁區 後壁安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柏生 男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里131-9號1樓 06-6873366

台南市 歸仁區 文化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琬茹 女 台南市歸仁區文化街二段147號 06-3386397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許瀞文 女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台南市 新化區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家庭醫學科 李貫廷 男 台南市新化區那拔里牧場72號 06-5911929

台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家庭醫學科 王維理 女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66號 06-3553111

台南市 中西區 郭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澤偉 男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2號 06-2221111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家庭醫學科 蔡宜璇 女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台南市 柳營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家庭醫學科 曾竣永 男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201號 06-6226999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家庭醫學科 連盈惠 女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台南市 西港區 健安診所 急診醫學科 王修翊 男 台南市西港區中山路325號 06-7959937

台南市 新營區 謝兆唐診所 家庭醫學科 謝兆唐 男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60-2號 06-6377070

台南市 安南區 郭文山家庭醫學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郭文山 男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2段648號 06-2560688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陳盟榮 男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台南市 永康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家庭醫學科 曾淨琦 女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06-3125101

台南市 安南區 朱嘉生診所 家庭醫學科 羅景穗 男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六段620號 06-2573180

台南市 東區 台南市立醫院 家庭醫學科 王威傑 男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670 號 06-2609926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俊賢 男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台南市 中西區 蘇文彬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蘇文彬 男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70號 06-2155155

台南市 東區 麻豆新樓醫院 婦產科 林毅明 男 台南市東區麻豆鎮小埤里苓子林20號 06-5702228-2117

台南市 中西區 大安婦幼醫院 婦產科 李逸文 女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167號 06-2278899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婦產科 洪雅珊 女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57113

台南市 北區 成大醫院 婦產科 梁玉惠 女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06-2353535

台南市 永康區 奇美醫院 婦產科 溫仁育 女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3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