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醫療院所名稱 地址 電話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常德路1號 02-23123456

臺北市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９２號 02-25433535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１０號 02-27093600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中華路二段３３號 02-23889595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

臺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２段４２４號 02-27718151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８７號 02-27861288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１１１號 02-29307930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２５２號 02-27372181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婦幼) 臺北市福州街１２號 02-23916471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士林雨聲街１０５號 02-28353456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４５號 02-28264400

臺北市 郵政醫院（委託中英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１４號 02-23956755

臺北市 大直佳恩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５９１號 02-25323301

臺北市 北安聯合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５６９之３號 02-25337777

臺北市 黃啟彰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２６１－１號１樓 02-27696218

臺北市 李伯匯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１段９３號 02-28221212

臺北市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員會臺北榮總經營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２２５巷１２號 02-28587000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06號 02-87972121

臺北市 魏穀年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４０３號 02-26572691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院區 臺北市林森北路５３０號 02-25916681

臺北市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 臺北市建國南路2段278號 02-23690211

臺北市 陳獻明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１段６９號１樓 02-28928950

臺北市 李文珍小兒科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74號 02-26511871

臺北市 洪佑承小兒專科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4之2號 02-29364708

臺北市 貝爾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７段８２巷９號１樓 02-28729980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區 臺北市昆明街１００號 02-23887088

新北市 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7000

新北市 馬偕醫院淡水分院 新北市淡水鎮民生路４５號 02-28094661

新北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新北市永和市中興街８０號 02-29286060

新北市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地下4層、地上1至9層及13層)02-85128888

新北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 號 02-66289779

新北市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新北市中和市中正路２４１號 02-22490088

新北市 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汐止分院 新北市汐止市建成路５９巷２號地下３樓至地上９樓 02-26482121

新北市 菡生婦幼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１段１０４號(１樓)、１０４號２至７樓02-29518999

新北市 侯志龍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林口鄉公園路２５號１樓 02-26089001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院區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段車子路１５號 02-22123066

新北市 聖新診所 新北市新店市寶橋路４號１樓 02-29131415

新北市 捷安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56號1樓、2樓 02-22331117

新北市 洪正祝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土城市延和路112號1樓 02-82611080

新北市 許修平診所 新北市蘆洲市長安街２９０號 02-22881202

新北市 吳建明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市四川路２段２４５巷４６號 02-89670670

新北市 莒光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30號1樓 02-22527700

新北市 雙雙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汐止市明峰街１43號１樓 02-26955777

新北市 永愛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２８２之１號１樓 02-29251889

新北市 王俊傑診所 新北市中和市中安街８號 02-29293636

新北市 永澄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２０號 02-26732674

新北市 京辰耳鼻喉科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７２號１樓 02-29876226

新北市 加加內科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新店區玫瑰路１４號 02-22104948

新北市 章志平小兒科診所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１９５號 02-89219112

新北市 集美診所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一七四號之一 02-29775177

新北市 王曜庭診所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２５號１樓及２７號１樓 02-89432226

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２６８號 02-24292525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平鎮廣泰路７７號 03-4941234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１４９２號 03-3699721

桃園市 芯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３８１號 03-3369599

桃園市 吳瑞瓊小兒科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75號1樓 03-4268833

桃園市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２２３號 03-4618888

桃園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3段100號 03-3384889

桃園市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１５５號 03-4629292

桃園市 昇陽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六和路１２號１樓 03-4228181

桃園市 建東專科診所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１２２號１樓 03-4757716

桃園市 楊正全聯合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８３３號 03-3626225

桃園市 敏盛綜合醫院大園分院 桃園市大園區華中街2號 03-3867521

桃園市 微笑親子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２路５１號１樓 03-3180022

桃園市 中新小兒科聯合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東興里中北路二段５４號 03-4682832

桃園市 宋俊宏婦幼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１９９號 03-4020999

桃園市 姜博文診所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337號 03-4826241

桃園市 桃新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95號 03-3325678

桃園市 連淑芳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２段９５７號１樓 03-3599696

桃園市 黃文昌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１２３號 03-2841928

桃園市 小太陽耳鼻喉專科診所 桃園市大業路１段３４５號１樓 03-3559111

新竹市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北區金華里經國路一段４４２巷２５號 03-5326151

新竹市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 03-6889595

新竹市 清華診所 新竹市建功一路６４號４樓 03-5735050

新竹市 謝承霖兒童診所 新竹市東區三民里民族路60號 03-5320520

新竹市 廖明厚小兒科診所 新竹市民族路130號 03-531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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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張桓小兒科診所 新竹市林森路２５０號 03-5253696

新竹縣 游丞顯小兒科診所 新竹縣竹北文興路一段７８號１、２樓 03-6583300

新竹縣 竹仁婦幼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仁和街7號 03-5512882

新竹縣 翁佩魁小兒專科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八街１段２２１號1樓 03-6589331

新竹縣 劉信志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２４２號 03-5586518

苗栗縣 祥安診所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９２８號 037-667985

苗栗縣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７４７號 037-261920

苗栗縣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１６８號 037-862387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１９９號 04-22294411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650號 04-23592525

臺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966號 04-24632000

臺中市 曾曉鐘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496號1樓 04-27036888

臺中市 家安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３８８－２號１樓 04-26623790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豊原市安康路１００號 04-25271180

臺中市 曙光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81號 04-23758822

臺中市 何孟哲診所 臺中市潭子區勝利路273號 04-25359173

臺中市 德昌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35號1樓 04-23372686

臺中市 豐原惠生小兒科診所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319-1號1樓 04-25289981

臺中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臺中市潭子鄉豐興路一段６６號 04-36060666

臺中市 清泉醫院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雅潭路四段80號 04-25605600

臺中市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 (大里) 臺中市大里市東榮路４８３號 04-24819900

臺中市 林婦產科診所 臺中市河南路2段420號 04-24514236

臺中市 陳振昆診所 臺中市清水鎮清水里中山路127號 04-26225205

臺中市 康康診所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428之3號 04-22461925

臺中市 祐幼診所 臺中市東區立德里臺中路１２１號 04-22235114

臺中市 茂盛醫院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30-6號（1樓至4樓） 04-22347057

彰化縣 幼恩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45號 04-8781819

彰化縣 張文宗小兒科內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長安街25號 04-7256363

彰化縣 中英診所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342號 04-8762021

彰化縣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１段５４２號 04-7256166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正路二段８０號 04-8298686

彰化縣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六號 04-7813888

彰化縣 林文乙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西安里曉陽路２０９號１樓 04-7280826

彰化縣 愛貝兒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４７號１、２樓 04-7276388

彰化縣 余偉傑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１８８號 04-7289786

彰化縣 謝政洪小兒科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８９號 04-7743388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里復興路４７８號 04-92231150

南投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１號 04-92990833

南投縣 幼安小兒科診所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２４３號 04-92206706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２段５７９號 05-5323911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１２３號 05-7837901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忠孝路５３９號 05-2765041

嘉義市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嘉義市西區福全里北港路３１２號 05-2319090

嘉義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05-2648000

嘉義縣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應菜埔４２－５０號 05-3790600

嘉義縣 蕭惠中診所 嘉義縣新港鄉大興村福德路２２號 05-3748686

嘉義縣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灣橋院區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３８號 05-2791072

臺南市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９０１號 06-2812811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１３８號 06-2353535 

臺南市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57號 06-2748316

臺南市 劉伊薰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成德里北安路一段２５９號１樓 06-2832111

臺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臺南市麻豆區小埤里苓子林２０號 06-5702228

臺南市 張金石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191號 06-2216855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臺南市中山路125號 06-2200055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興化里６０６號 06-7263333

臺南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臺南市永康市復興路427號 06-3125101

臺南市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７０號 06-2609926

臺南市 葉倍宏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259號 06-2381332

臺南市 婦兒安診所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４６號 06-2894488

臺南市 璟馨婦幼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七路198號 06-3023366

臺南市 大中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158號1樓 06-2882258

臺南市 陳相國聯合診所 臺南市新化鎮中山路４９１－１號 06-5908878

臺南市 劉琳榕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新化區太平里忠孝路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２號06-5970088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臺南市新營市信義街７３號 06-6351131

臺南市 侯娟妃婦產科診所 臺南市東區府連路２８９號１樓 06-2091328

臺南市 黃清相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７６號１樓 06-7215777

臺南市 隆安小兒科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３７８號 06-3021686

高雄市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美館院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９７６號 07-5552565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３８６號 07-3422121

高雄市 陳柏蒼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４８０號 07-7775388

高雄市 小貝貝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5號 07-3383099

高雄市 四季台安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聯興路157號 07-3983000

高雄市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３５２號 07-2238153

高雄市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６８號 07-2911101

高雄市 悠仁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１７２號２樓 07-3455959

高雄市 陳國俊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７３號 07-6297200

高雄市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１６２號 07-3351121

高雄市 右昌聯合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30號 07-3643388

高雄市 杏生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２９０.２９２號１.２樓 07-3658288

高雄市 健仁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１３６號 07-3517166

高雄市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１２號 07-6222131 



高雄市 羅韻珊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10-1號1樓 07-3870430

高雄市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07-6613811

屏東縣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２７０號 08-7363011

屏東縣 林瑛豐兒科診所 屏東縣東港鎮朝隆路88號 08-8339868

屏東縣 優生婦產科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路三段１０３號 08-7382222

屏東縣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恆西路21號 08-8892293

宜蘭縣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1、83號站前南路61、63號 03-9543131 

宜蘭縣 李碧峰小兒科診所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9之2號 03-9356288

宜蘭縣 王維昌診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67之3號 03-9562512

宜蘭縣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宜蘭縣蘇澳鎮濱海路１段３０１號 03-9905106

花蓮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７０７號 03-8574885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03-8358141

臺東縣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３０３巷１號 089-310150

臺東縣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縣臺東市五權街１號 089-324112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正路１０號 06-9261151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２號 0823-32546


