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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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 陳泊儒 男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07-7317123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 陳昱彰 男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www.edah.org.tw/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 賴柏亘 男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www.edah.org.tw/

高雄市 大樹區 丰聯診所 內科 陳志偉 男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建村街74號 07-6519312

高雄市 三民區 祐生醫院 內科 林永斌 男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0號 07-2866688

高雄市 路竹區 長星診所 外科 巫孝賢 男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68號 07-6973411

高雄市 內門區 觀亭診所 耳鼻喉科 吳惠芳 女 高雄市內門區中正路168號 07-6674882

高雄市 鳳山區 國民小兒科診所 兒科 吳國民 男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37號 07-7427925

高雄市 前鎮區 蘇雍順皮膚專科診所 兒科 蘇雍順 男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62號 07-7217717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泌尿科 周以和 男 80756高雄巿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 http://www.kmuh.org.tw/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泌尿科 黃俊農 男 80756高雄巿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 http://www.kmuh.org.tw/

高雄市 三民區 葉旭顏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葉旭顏 男 80794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88號 07-3432182  http://www.eric64.tidi.tw/

高雄市 楠梓區 健仁醫院 泌尿科 蘇聖村 男 81160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 07-3517166 http://www.jiannren.org.tw/jiannren/index.php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李嘉文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李嘉文 男 83067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66號 07-7659229

高雄市 楠梓區 健仁醫院 泌尿科 黃合富 男 81160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136號 07-3517166 http://www.jiannren.org.tw/jiannren/index.php

高雄市 鼓山區 高美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李瀛輝 男 80457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26號 07-5229099 http://www.kaomei.com.tw/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高美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陳明顯 男 80457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55號 07-7991255 http://fskmuc.com.tw/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港高美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張美玉 女 81256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1號 07-8064899 http://www.kaomei.com.tw/Hospital/N201709001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泌尿科 吳文正 男 80756高雄巿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 http://www.kmuh.org.tw/

高雄市 林園區 建佑醫院 泌尿科 韓文敬 男 83250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60號 07-6437901 http://www.chien-yu.com.tw/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院 泌尿科 陳毓騏 男 82445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www.edah.org.tw/index.asp

高雄市 新興區 七賢高美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鄭斌睿 男 80050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71號 07-2869096 http://www.kaomei.com.tw/TeamDr/N201611002

高雄市 大寮區 奈良診所院長 泌尿科 李秋良 男 83150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228號 07-7860628 http://1637.tw/07-7860628/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泌尿科 蔡嘉駿 男 80145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07-2911101     http://www.kmtth.org.tw/

高雄市 岡山區 黃昱璋泌尿外科診所 泌尿科 黃昱璋 男 82041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77號 07-3351121#2308

高雄市 苓雅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泌尿科 陳偉權 男 80288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07-2238153#2146 http://www.joseph.org.tw/index.php

高雄市 鳳山區 杏和醫院 泌尿科 黃建銘 男 83092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9號 07-7613111 http://shinghou.com.tw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泌尿科 陳逸軒 男 81362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3018 http://cms03p.vghks.gov.tw/Chinese/MainSite/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泌尿科 溫聖辰 男 80756高雄巿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 www.kmuh.org.tw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院 泌尿科 陳忠賢 男 82445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www.edah.org.tw/index.asp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泌尿科 張幼誠 男 82041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 07-6222131 https://www.ks.org.tw/KS2017/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高醫院 泌尿科 黃偉明 男 80784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88號 07-3828814 http://www.shinkaohosp.com.tw/index.html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泌尿科 柳易揚 男 83301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高雄市 岡山區 劉光雄醫院 泌尿科 蘇信豪 男 82049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80-1號 07-6219156 http://www.lksh.com.tw/doctors.html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http://www.edah.org.tw/
http://www.edah.org.tw/


高雄市 苓雅區 大高田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陳思翰 男 80263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76號 07-5370005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泌尿科 曾士哲 男 82041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號 07-6222131 https://www.ks.org.tw/KS2017/

高雄市 苓雅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 泌尿科 張浚峰 男 80284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07-7490801 https://802.mnd.gov.tw/main.InitSessionState.do

高雄市 苓雅區 大高田泌尿科診所 泌尿科 阮序承 男 80263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76號 07-5370005

高雄市 鳳山區 新高鳳醫院 泌尿科 卓孟德 男 83057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60號 07-7472320

高雄市 旗山區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泌尿科 曾淑芬 女 84247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07-6613811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泌尿科 李香瑩 女 80145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07-2911101 # 8926 http://www.kmtth.org.tw/

高雄市 楠梓區 杏美診所 泌尿科 蕭錫麟 男 81154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49號 07-3645599 http://1637.tw/07-3645599/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泌尿科 林士勛 男 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07-751-1131 http://tre.kmsh.gov.tw/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院 泌尿科 郭威廷 男 82445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s://www.edah.org.tw/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院 泌尿科 呂政昕 男 82445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s://www.edah.org.tw/

高雄市 鳳山區 杏和醫院 泌尿科 何明錫 男 83092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9號 07-7613111 http://shinghou.com.tw/

高雄市 新興區 光晴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光晴 男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31號 07-2260591

高雄市 岡山區 新博愛診所 家庭醫學科 方修強 男 高雄市岡山區大徳一路15號 07-6215799

高雄市 岡山區 吳宗慶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芝明 男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47號 07-6229868

高雄市 仁武區 劉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吉福 男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6號 07-3718727

高雄市 鳳山區 瑞康診所 家庭醫學科 廖正雄 男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206號 07-7138866

高雄市 鳳山區 何鴻鈞診所 家庭醫學科 邱俊傑 男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324號 07-7716819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家庭醫學科 戴書郁 女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07-2911101

高雄市 鹽埕區 木雄婦產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木雄 男 高雄市鹽埕區大禮街60號 07-5618121

高雄市 茄萣區 顏診所 家庭醫學科 顏清榮 男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一段151號 07-6901481

高雄市 鳳山區 韓台基診所 家庭醫學科 韓台基 男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33號 07-7662525

高雄市 三民區 曾繁英診所 家庭醫學科 曾繁英 男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67號 07-3111048

高雄市 甲仙區 甲仙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李村田 男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52號 07-6751029

高雄市 旗山區 溫朝貴診所 家庭醫學科 溫朝貴 男 高雄市旗山區東新街18號 07-6612558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全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世昌 男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328號 07-7037038

高雄市 三民區 祐生醫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蘇讚賢 男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0號 07-2866688

高雄市 路竹區 馨美診所 家庭醫學科 蘇素秋 女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57號 07-6074999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吳建誼 男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 http://www.kmuh.org.tw/KMUHWeb/Pages/Index.aspx

高雄市 楠梓區 慕恩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君賢 男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762號 07-3638188

高雄市 鳳山區 聖恩診所 家庭醫學科 莊孟熙 男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95號 07-7219791

高雄市 燕巢區 簡萬杰診所 家庭醫學科 簡萬杰 男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58號 07-6166674

高雄市 路竹區 仁澤診所 家庭醫學科 高澤仁 男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331號 07-6076000

高雄市 梓官區 梓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國欽 男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71號 07-6177429

高雄市 小港區 明義診所 家庭醫學科 方敦正 男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42號 07-7916959

http://www.kmuh.org.tw/KMUHWeb/Pages/Index.aspx


高雄市 小港區 和杏診所 家庭醫學科 胡義君 男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56號 07-8065034

高雄市 鳳山區 新高鳳醫院 家庭醫學科 林伯聲 男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60號 07-7472320

高雄市 三民區 上仁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玉得 男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85號 07-2155510

高雄市 鳳山區 蔡崇毅診所 家庭醫學科 蔡崇毅 男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12號 07-7021651

高雄市 三民區 禾泰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宏癸 男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68號 07-3903812

高雄市 三民區 王漢卿小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漢卿 男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32號 07-3877918

高雄市 鳳山區 安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瑋佳 女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11號 07-7689615

高雄市 左營區 幸福診所 家庭醫學科 葉佳祐 男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218號 07-5886690

高雄市 左營區 蔡佳祝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周正修 男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87號 07-3502270

高雄市 苓雅區 天主教聖功醫院 家庭醫學科 張薰文 女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07-2238153

高雄市 小港區 孔鳳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國臣 男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71號 07-7910311

高雄市 楠梓區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員工醫務室 家庭醫學科 陳宏益 男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加工出口區經五路123號6、7樓 07-3617131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家庭醫學科 鄭如君 女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07-8036783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健康管理中心 家庭醫學科 楊鎮誠 男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07-2911101

高雄市 小港區 大雄診所 家庭醫學科 夏明輝 男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56號 07-8015808

高雄市 前鎮區 祥全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靜宜 女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93號 07-3340393

高雄市 左營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陳建佑 男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07-5817121

高雄市 左營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家庭醫學科 高志豪 男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07-5817121

高雄市 苓雅區 乃榮醫院 家庭醫學科 劉金林 男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226.228號 07-7613151

高雄市 旗山區 群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徐榮秀 男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226號 07-6621635

高雄市 鼓山區 家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哲誌 男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5號 07-5541515

高雄市 林園區 建佑醫院 家庭醫學科 蘇瑞勇 男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60、362號 07-6437901

高雄市 六龜區 高雄市六龜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林　鴻 男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村明治路16號 六龜鄉衛生所 07-6891244

高雄市 楠梓區 楠華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俊儒 男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295號 07-3533606

高雄市 旗津區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家庭醫學科 朱家煌 男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1號 07-5712891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家庭醫學科 邱瓊令 女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07-7511131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佩潔 女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07-5712891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弘哲 男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

高雄市 鼓山區 阮綜合醫院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 朱得仁 男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37號14樓 07-3351121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黃柏誠 男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路100號 07-3121101

高雄市 新興區 朱冠州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怡真 女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38號 07-2821162

高雄市 阿蓮區 阿蓮康健診所 家庭醫學科 汪忠川 男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383號 07-6317288

高雄市 旗山區 博愛醫院 家庭醫學科 黃耀庭 男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89號 07-6617602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院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 連子賢 女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www.edah.org.tw/

高雄市 三民區 義大大昌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幸容 女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5號 07-5599123

http://www.edah.org.tw/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俊佑 男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柯仁裕 男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高雄市 那瑪夏 高雄市那瑪夏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連筱筑 女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平和巷252號 07-6701142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家庭醫學科 張弘緯 男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4號 07-7511131

高雄市 鼓山區 柯文良小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柯文良 男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52號 07-5535760

高雄市 三民區 祐生醫院 家庭醫學科 詹益秀 男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0號 07-2866688

高雄市 三民區 建銘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建銘 男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05號 07-3219879

高雄市 大社區 大社喉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葉慶輝 男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86-6號 07-3527755

高雄市 仁武區 德應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光隆 男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09號 07-3728298

高雄市 左營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家庭醫學科 羅貽豪 男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07-5717121

高雄市 三民區 元成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承勤 男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81號 07-3903808

高雄市 燕巢區 高雄義大醫院 家庭醫學科 黃如薏 女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07-6150011 http://www.edah.org.tw/

高雄市 苓雅區 國軍高雄總醫院 家庭醫學科 邱玟逸 男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07-7496751

高雄市 橋頭區 泰和醫院 家庭醫學科 葉華婉 女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101號 07-6111128

高雄市 苓雅區 邱外科醫院 家庭醫學科 陳瑞惠 男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37號 07-3364131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李柔慧 女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呂岳謙 男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高雄市 苓雅區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家庭醫學科 謝湘宜 女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07-3351121

高雄市 旗山區 仁厚診所 家庭醫學科 姚好男 男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137號 07-6613515

高雄市 楠梓區 中油煉製事業部國光聯合診所 家庭醫學科 吳慰興 男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546巷2號 07-5824141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黃偉城 男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家醫科) 07-7317123 https://www.cgmh.org.tw/branch/branch_shk.htm

高雄市 左營區 文川家庭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幸憲 男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128號1樓 07-3593027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家庭醫學科 沈昀儒 男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68236

高雄市 鳥松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蔡宜馨 女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17123

高雄市 林園區 建佑醫院 婦產科 白正光 男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60號 07-6437901

高雄市 美濃區 李樹榮診所 婦產科 李樹榮 男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17號 07-6812189

高雄市 三民區 陳國敏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陳國敏 男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279號 07-2888115

高雄市 三民區 婦全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林正泰 男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17號 07-2728025

高雄市 三民區 德謙醫院 婦產科 吳振福 男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8號 07-3210981

高雄市 三民區 段志憲婦產科醫院 婦產科 段志憲 男 高雄市三民區七賢二路347號 07-2619888

高雄市 三民區 張傑民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張傑民 男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25號 07-3865566

高雄市 苓雅區 阮綜合醫院 婦產科 吳錦明 男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62號 07-3351121

高雄市 林園區 陳鍾靈診所 婦產科 陳鍾靈 男 高雄市林園區信義路16號 07-6429651

高雄市 鳳山區 欣欣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曾三立 男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63號 07-7667766

高雄市 左營區 林克臻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林克臻 男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28號 07-3480088

高雄市 燕巢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醫院 婦產科 阮志偉 男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1號 07-3830093

高雄市 仁武區 黃伯達診所 婦產科 黃伯達 男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75號 07-3759-600

高雄市 三民區 民族醫院 婦產科 黃莉媖 女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80號 07-3462802

高雄市 楠梓區 杏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郭秋虎 男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90號 07-3658288

高雄市 鼓山區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婦產科 蔡美杏 女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7號 07-5223138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許力權 男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

高雄市 三民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婦產科 邱亮鈞 男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5號 07-5599123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李竑叡 男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榮民總醫院 婦產科 趙正欣 女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07-3422121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 葛菁如 女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07-31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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