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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龜山區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泌尿科 張博誌 男 33305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 http://www1.cgmh.org.tw/branch/lnk/index.aspx?Language=f

桃園市 龜山區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泌尿科 王大民 男 33305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 http://www1.cgmh.org.tw/branch/lnk/index.aspx?Language=f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泌尿科 莊恒彰 男 33004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http://www.tygh.mohw.gov.tw/?aid=home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泌尿科 李昇平 男 33004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http://www.tygh.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pageID=95

桃園市 平鎮區 壢新醫院 泌尿科 吳政哲 男 32449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41234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index.php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壢天晟醫院 泌尿科 黃成洲 男 32043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03-4629292 http://www.tcmg.com.tw/home.php

桃園市 中壢區 東豐診所 泌尿科 吳靖方 男 32086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2段148號1樓 03-4263188 https://zh-tw.facebook.com/dongfengclinic/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綜合醫院 泌尿科 賴建榮 男 33044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179599 http://www.e-ms.com.tw/

桃園市 桃園區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泌尿科 李勝惠 男 33069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123號 03-3613141 http://www.sph.org.tw/tw/index_01.html

桃園市 平鎮區 壢新醫院 泌尿科 沈秉頤 男 32449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41234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index.php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感染科 鄔豪欣 男 33004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03-3699721  http://www.tygh.mohw.gov.tw/

桃園市 龍潭區 中山科學研究院附設石園診所 家醫科 林士傑 男 32546桃園市龍潭區文化路6巷35號 03-4712109

桃園市 龍潭區 國軍桃園總醫院 泌尿科 邵郁鏵 男 32251桃園市龍潭區中興里中興路168號 03-4799595 https://www.aftygh.gov.tw/

桃園市 大溪區 桃園市大溪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李宏揚 男 桃園市大溪區仁愛路1號 03-3882401

桃園市 平鎮區 維賢診所 家庭醫學科 葛　誠 男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123號 03-4683636

桃園市 桃園區 李應燦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應燦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52號 03-3362578

桃園市 中壢區 永大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裕平 男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423號 03-4268399

桃園市 中壢區 天晟醫院 家庭醫學科 鐘頂天 男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155號 03-4629292

桃園市 中壢區 新國民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金龍 男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152號 03-4225180

桃園市 八德區 廣德診所 家庭醫學科 范碧娟 女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42-1號 03-3623886

桃園市 桃園區 永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錦源 男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460號 03-3326415

桃園市 楊梅區 怡仁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盈如 女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北路321巷30號 03-4855566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觀音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呂忠祐 男 桃園市觀音區觀新路58號 03-4732031

桃園市 龜山區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鄭惠信 女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復興街5號 03-3281200 https://www.cgmh.org.tw/doctor/doctor_list_lnk.htm

桃園市 桃園區 惠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世民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282號 03-3379496

桃園市 桃園區 亞泰診所 家庭醫學科 盧泰華 男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五街93號 03-3566539

桃園市 楊梅區 明仁診所 家庭醫學科 鍾智明 男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北路15號 03-4755813

桃園市 大溪區 鴻昇診所 家庭醫學科 韓繼昇 男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87號 03-3872822

桃園市 中壢區 忠孝診所 家庭醫學科 戴邦圻 男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75號 03-4630063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榮民之家醫務室 家庭醫學科 呂學翰 男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1217號 03-3681140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家庭醫學科 謝楠光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桃園市 龍潭區 龍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梁成福 男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41號 03-4895608

桃園市 龍潭區 國軍桃園總醫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張永宗 男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村中興路168號 03-4808772

桃園市 大西區 盧德勝診所 家庭醫學科 盧韋勳 男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3號 03-3882779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家庭醫學科 高群展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桃園市 入德區 蕭益富診所 家庭醫學科 莫樹華 女 桃園市入德區大智路5號 03-3675582

桃園市 桃園區 龍和診所 兒科 楊紹輝 男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53號1樓 03-3786145

桃園市 楊梅區 德安聯合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華亮 男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53號 03-4782200

桃園市 中壢區 新國民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劉友文 男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１５２號 03- 4225180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榮民之家 家庭醫學科 郭紀榮 男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1217號 03-3681140

桃園市 蘆竹區 桃園市蘆竹鄉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李育霖 男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238號 03-3524732

桃園市 桃園區 德仁醫院 內科 盧榮業 男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45號 03-3632323

桃園市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鄉衛生所 外科 歐陽昕 男 桃園市龍潭區大昌路一段277號2樓 03-4890890

桃園市 桃園區 宏達國際電子附設醫務室 家庭醫學科 吳宗穎 男 桃園市桃園區興華路23號 03-3753252

桃園市 桃園區 陳治平診所 家庭醫學科 洪忠毅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00號1樓 03-3602100

桃園市 中壢區 安新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家正 男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487號 03-4518808

桃園市 桃園區 淨妍醫美診所 家庭醫學科 洪　睿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23號6樓 02-29945594

桃園市 龜山區 大魏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振樺 男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102號 03-3596838

桃園市 平鎮區 東光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玉璋 男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0號 03-4504570

桃園市 龜山區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家庭醫學科 莊賢良 男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50巷2號 02-82006600

桃園市 桃園區 陳治平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可臻 女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00號 03-3602100

桃園市 龜山區 林口長庚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陳運弘 男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 https://www.cgmh.org.tw/doctor/doctor_list_lnk.htm

桃園市 龜山區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安民 男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 https://www.cgmh.org.tw/doctor/doctor_list_lnk.htm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醫院 家庭醫學科 楊淑雯 女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179599

桃園市 平鎮區 壢新醫院 家庭醫學科 羅錦祥 男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41234

桃園市 桃園區 成功美學皮膚專科診所 內科 謝鎮宇 男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87號 03-3358865

https://www.cgmh.org.tw/doctor/doctor_list_lnk.htm
https://www.cgmh.org.tw/doctor/doctor_list_lnk.htm
https://www.cgmh.org.tw/doctor/doctor_list_lnk.htm


桃園市 中壢區 新國民醫院 婦產科 黃建蘭 男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152號 03-4225180

桃園市 桃園區 陳治平診所 內科 陳治平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00號 03-3602100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啟誠 男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6119595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綜合醫院 婦產科 黃木發 男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179599

桃園市 桃園區 鄧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鄧志文 男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283號 03-3331515

桃園市 中壢區 鄧家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鄧家麟 男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73號 03-4223345-6

桃園市 桃園區 陳俊宏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陳俊宏 男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372號 03-3370724

桃園市 中壢區 李經國診所 婦產科 李經國 男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191號 03-4659900

桃園市 龜山區 杜一鳴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杜一鳴 男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72-2號 03-3591032

桃園市 桃園區 陳昌平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詹德鑫 男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171號 03 331 0679

桃園市 桃園區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婦產科 黃建中 男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4341

桃園市 桃園區 敏盛綜合醫院 婦產科 王炯琅 男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179599

桃園市 楊梅區 黃彥華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黃彥華 女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88號 03-4883030

桃園市 龜山區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婦產科 劉競明 男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8258

桃園市 中壢區 宏其婦幼醫院 婦產科 楊識弘 男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23號 03-4618888

桃園市 八德區 陳弘修耳鼻喉科診所 婦產科 李添舜 男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20號 03-3621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