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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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八里區 新北市八里區衛生所 西醫㇐般科 江佳錡 女 新北市八里區舊城路16號 02-26012137

武陵診所 西醫㇐般科 秦德萍 男 新北市三芝區三民街1號 02-26365927

曾明診所 家庭醫學科 曾煥騰 男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段6號 02-26369942

三民家庭醫學科診所 泌尿科 林宗熙 男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83號 02-29840686

銘泰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瑞彬 男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53號 02-22876452

李祥德內科小兒科診所 內科 李祥德 男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392號 02-22868943

宏生耳鼻喉科診所 內科 梅東良 男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08-2號 02-29819948

京辰耳鼻喉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楊欣瑜 女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2號 02-29876226

王立德婦產科 婦產科 王立德 男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731號2樓 02-22866788

明安耳鼻喉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偉伸 男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54、56號 02-29862228

重新診所 家庭醫學科 廖縉偉 男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50號 02-29765868

張必正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必正 男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66號1樓 02-89726657

江村聯合診所 家庭醫學科 謝楠璋 男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7號 02-29821515

婦產科 李茂宏 男

婦產科 王明正 男

婦產科 董宇紅 女

泌尿科 許富順 男

中園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逸軍 男 新北市三峽區弘園街37號 02-26733237

建民診所 婦產科 簡慶元 男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3號 02-26721663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性健康友善門診名單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段3號 02-2982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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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性健康友善門診名單

歐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歐忠貴 男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80巷15號 02-22606019

曾惠坤診所 婦產科 曾惠坤 男 新北市土城區光明街7號2樓 02-22603070

洪正祝小兒科診所 兒科 包鎮瑋 男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12號1樓 02-82611080

佑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李湘琳 女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378號1樓 02-22610026

仁康診所 西醫㇐般科 秦子昌 男 新北市土城區青仁路29號1樓 02-22609090

蕙生醫院 婦產科 呂桂琴 女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551號 02-22236339

婦產科 張君堯 男

泌尿科 高偉棠 男

家庭醫學科 劉家鴻 男

家庭醫學科 吳倢瑩 女

宜宏泌尿科內科診所 泌尿科 林宏 男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54號 02-29414266

新北市中和區衛生所 西醫㇐般科 簡佳怡 女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02-22491936

凱程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凱傑 男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50之8號1樓 02-22231868

家和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世飛 男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92號 02-22239032

力禾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葉斯睿 男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5號（1樓） 02-82457641

晶樣診所 精神科 張立人 男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59號 02-22469811

中和李內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王銘謙 男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18號 02-22454776

孫國勝外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胡銘庭 男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26-4號 02-22430123

翰霖耳鼻喉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佳儀 女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02號 02-22462238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 土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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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外科婦產科診所 外科 簡繁勝 男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13號 02-29434687

聖安診所 婦產科 胡建樟 男 新北市中和區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60號1樓02-22460056

鴻佑診所 西醫㇐般科 方穎聰 男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61號1樓 02-82950772

成洲診所 西醫㇐般科 陳祥發 男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段73號 02-22919463

悅生婦產科 婦產科 張冠軍 男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455號 02-86606980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家庭醫學科 沈倬光 男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02-29286060

博新診所 家庭醫學科 許惠春 男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4號 02-32334150

崇恩診所 西醫㇐般科 王景順 女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二段133號 02-89210079

惠恩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啟銘 男 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212-1號1樓 02-29249333

羅廣石診所 家庭醫學科 羅廣石 男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98號 02-29428333

美加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曾龍卿 男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78號 02-29235133

汐止吳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曾龍卿 男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71號 02-86926399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泌尿科 陳紹寬 男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

福德診所 西醫㇐般科 范世明 男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171號 02-28345177

黃玟珍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萬金 男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路122號 02-26487799

樂福診所 西醫㇐般科 潘源文 男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89號 02-29562202

大鈞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琨砇 男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88號1~4樓 02-29646656

全生診所 婦產科 王桂英 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段111號 02-29518367

孫三源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婦產科 孫三源 男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86號 02-29660660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 五股區

新北市 中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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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自菱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吳涵如 女 新北市板橋區互助街31號 02-22551158

安慶診所 家庭醫學科 何俊慶 男 新北市板橋區互助街77巷1號 02-22593168

蔡英傑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潘相甫 男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146號 02-22593133

博恩泌尿科外科診所 泌尿科 許世昌 男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203號1樓  02-29684991

詹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詹鴻基 男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號 02-22529326

板橋黃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夏紹剛 男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53號 02-22521288

欣幼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阮良圖 男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段188號 02-29591158

樂欣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敏琪 女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08號1樓 02-22526222

優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林朝枝 男 新北市板橋區市重慶路30號 02-29562201

品安診所 家庭醫學科 呂　品 男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96號1樓 02-29610618

蕭中正醫院 婦產科 蕭中正 男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段15-1號 02-29685661

亞東紀念醫院 婦產科 杜方超 男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29546200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泌尿科 歐正峰 男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7000

謝坤川診所 家庭醫學科 謝坤川 男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0號 02-22562949

樂活醫美診所 婦產科 張凱 男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89-2號 02-29519666

樹仁診所 家庭醫學科 楊東岳 男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街148號 02-26828821

菡生婦產科 婦產科 郭仲瀅 女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5號 02-29518999

麗暘診所 婦產科 廖倍良 男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78巷2號 02-22501841

新北市 林口區 何文藻皮膚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張安華 男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179號 02-26084383

板橋區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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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性健康友善門診名單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婦產科 楊育絜 女 新北市太山區貴子路69號 02-85128888

新北市泰山區衛生所 西醫㇐般科 張筱婉 女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02-29099921

泰生內科診所 內科 李金生 男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段358號 02-29097872

婦產科 鄭碧華 女

婦產科 鄭碧華 女

新北市 烏來區 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秋琦君 女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里新烏路五段109號 02-26617200

康如診所 婦產科 林虹宏 女 新北市淡水區53之8號1樓 02-26263332

林得時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林得時 男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4號 02-26220696

黃秋陽診所 兒科 黃秋陽 男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7號 02-26229596

臺灣基督⾧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家庭醫學科 黃銘源 男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02-28094661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婦產科 陳馨文 女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7號 02-25433535

公祥醫院 婦產科 季明光 男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21巷25、27號 02-26217638

富森診所 西醫㇐般科 楊仁國 男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97號 02-86658711

泌尿科 周有偉 男

泌尿科 歸家豪 男

皮膚科 杜志良 男

泌尿科 廖俊厚 男

㇐般科 許羽翔 男

泌尿科 古哲維 男

新北市 新店區
02-2219339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02-85128888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 泰山區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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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性健康友善門診名單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婦產科 盧筱文 女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陳小兒科診所 兒科 陳麗崑 男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00號 02-29110075

黃瑛超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高志豪 男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28號 02-29153734

美膚皮膚專科診所 皮膚科 張正皇 男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48-1號1樓 02-86665327 

林逢慶診所 家庭醫學科 顧金樑 男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21號 02-22156150

泌尿科 楊緒棣 男

泌尿科 謝政興 男

泌尿科 張尚仁 男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泌尿科 林威佑 男 新北巿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02-22765566

吳峰璋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吳峰璋 男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9號1樓 02-29917895

大方診所 婦產科 潘亞平 男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89號 02-29938881

新仁醫療社團法人新仁醫院 內科 葉宇超 男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95號1-5樓 02-22017212

輔大診所 家庭醫學科 詹淇斐 男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醫學大樓1樓 02-29052526

鄭骨科耳鼻喉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鄭世基 男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63號 02-29929191

曲孝禮診所 復健科 曲孝禮 男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84號㇐樓 02-29970205

軒禾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奇樺 男 新北市新莊區天祥街114號 02-29066999

自立診所 外科 施君翰 男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231號 02-89925770

天佑診所 家庭醫學科 曹嘉倪 女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70巷2弄21號 02-29924069

雅心婦產科 婦產科 謝雅凡 女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17巷1號 02-29904134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 新店區

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02-6628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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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心婦產科 婦產科 謝心怡 女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17巷1號 02-29904134

新莊惠欣婦產科小兒科診所 婦產科 吳彥靜 女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72號 02-29902299

霖松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陳霖松 男 新北市新莊區建福路52號2樓 02-22043376

內科 林武甫 男

婦產科 曹國桃 男

婦產科 曾郁雯 女

急診醫學科 辛國輝 男

婦產科 曾郁雯 女

民富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 張博翰 男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10號 02-22063937

陳㇐隆內兒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隆 男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126號 02-29913751

光華診所 婦產科 周怡浩 男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473號 02-22064225

莊豐如診所 家庭醫學科 林邦威 男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18號 02-26830019

北大診所 婦產科 陳宏鄰 男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507號 02-26689661

大樹診所 家庭醫學科 陳曜卿 男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19號 02-26818919

新北市 雙溪區 新北巿雙溪區衛生所 家庭醫學科 徐國祐 男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西街18號 02-24931210

啟安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婦產科 楊啟超 男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11號1樓 02-22826085

陳介臣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陳介臣 男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39號 02-22858917

劉安邦耳鼻喉科診所 耳鼻喉科 后秉輝 男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3號 02-22819819

健勇皮診所 家庭醫學科 方銀漢 男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55號1樓 02-22885729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 樹林區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02-2276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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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性健康友善門診名單

鴻昇診所 家庭醫學科 楊朝森 男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51號 02-22893514

顏鴻仁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顏鴻仁 男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127號 02-22831488

顏鴻仁診所 婦產科 顏鴻仁 男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127號 02-22831488

人安診所 婦產科 葉玉熊 男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133號1樓 02-22881661

宜興診所 家庭醫學科 馮達明 男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38巷42弄6號1樓 02-82813008

愛麗生婦產科診所 婦產科 潘俊亨 男 新北市蘆洲區⾧榮路323號 02-2289-066

宥宥婦幼診所 婦產科 呂泓逸 男 新北市蘆洲區⾧榮路58號 02-82839090

德興診所 西醫㇐般科 李治錄 男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67號 02-22855598

黃家庭醫學科診所 家庭醫學科 黃順宇 男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286號 02-26785036

家庭醫學科 顏伯翰 男 02-26783377

家庭醫學科 陳仰霖 男 02-26783366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 鶯歌區
崇文診所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4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